
March 03 2021 Wednesday Page14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 商報
海韻文藝副刊

二○二一年三月三日（星期三）

投稿郵箱:

把 在 家 裡 吃 年 飯 ， 改 成
下館子，既闊氣排場、方便省
事，又節約了漫長複雜的年飯
準備時間，更重要的是減少了
浪費。因為在家裡準備年飯，
雞鴨魚肉兔，冷熱葷素湯，一
樣不能少，那菜在桌子上疊了
一 層 又 一 層 。 弄 一 頓 年 飯 ，
三 四 天 吃 不 完 。 再 吃 ， 不 衛
生，最後只有將其倒掉。

以前過年放大假，大多數
酒樓關張歇業。現在變樣了，
過 年 期 間 的 酒 樓 反 而 生 意 火
爆，顧客盈門，不提前預定還
排不上號啦。

一年到頭，親戚朋友難得
湊到一起。坐下來就吃吃喝喝

打麻將，多沒意思。于是人們就想出了新
招：旅遊過春節。一家人單獨出行，或約
上幾家人，定上幾個景點，以自駕游的方
式，今年走南，明年走北；今年走近，明
年走遠。

有計劃地把祖國的名山大川走一遍，
然後再去新馬泰、日韓美。旅遊中過春節
不但可以釋放心情，開闊眼界，融洽關
係，增進友誼，還能欣賞異地風光，品嚐
他鄉美食。多全其美，何樂不為？

中國人親戚多，朋友多，又重情義，
一招呼就是幾大桌。過年時，彼此都要走
動一下，都要這家吃了吃那家。如今來個
「親朋大整合」，即找一個有山有水的農
家樂共吃年飯，經費AA制，或輪流坐莊支
付。

如今中國人大多有了手機，要拜年勿
須上門了，在手機上發祝福語、感情包、
抖音、視頻即可表達心意；需要送禮，直
接網購到對方家裡，時尚快捷。壓歲錢也
不一個一個裝包分發了，一邊看春晚，一
邊微信群發，互相點搶，皆大歡喜。

有衣錦還鄉者，包一場電影，或請
上一個民間演出隊，全村人共度佳節，共
賀新春。讓古老的中國年俗新意盎然，好
不熱鬧。正是：新年新習俗，新春新氣象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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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腳步
秋石

早春季節，長江流域的暖濕氣流，一
天比一天活躍，天氣時雨、時晴、時霧，山
林、土地、原野、村莊總是濕漉漉的，一種
豐潤的美，侵入人的肌膚。

四 面 是 山 ， 山 從 大 別 山 餘 脈 迤 邐 而
來，被長江斷然一吼，又戛然而止，形成一
片狹長的北沿江沖積平原。

山從四面圍合，把一個個村莊圍成屋
舍儼然、雞犬相聞、山清水秀；山在鄉村譜
系中，維繫著血脈和衍生。

立 春 一 過 ， 山 從 冬 的 桎 梏 中 掙 脫 出
來，像一匹桀驁不馴的馬，馱著春的消息。
一場翩然而來的春雪，給沉寂一冬的山注
入了勃勃生機，微風一吹，樹枝、樹葉、
竹梢、草尖，白皚皚的雪紛紛滑落，清澈
入骨的雪水，侵入泥土，匯成溪流，唱著
山歌，東流入海；冷不丁，蟄伏已久的太
陽，從東山頭露臉了，金燦燦的光芒，讓
折磨人的低溫天氣，一下子暖和起來，壓
抑中的人們，瞬間亢奮了。但是，世事多
磨，老天在灰暗的暮色中，風雲突變，下
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氣溫驟然下滑，春
寒料峭，人們不得不從窗戶中探出頭顱，
村莊朦朦朧朧，一彎白色炊煙，從高高的

煙囪中嫋嫋飄出，匯入白茫茫的霧氣中，村
莊愈加縹緲了，猶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畫；而
此刻，山巒被白霧團團圍困，有時露出山
尖，有時露出山腰，有時被圍成一片空茫，
什麼也看不見，儼然一個空靈的世界。

于是，我走向戶外，走向咫尺之遙的
山。

山還沒有來得及褪去殘冬的外衣，草
木就解開了春的衣襟，一片片樹葉上掛滿露
水，亮晶晶的，毫無冬的凜冽，春天已呼嘯
而來。

逶迤起伏的山，經過冬的沉澱，愈加
靜謐。一條陡峭的羊腸小徑，因為常年無人
走動，荒草沒膝，綠意盎然的蕨類，茂密的
灌叢，高大的喬木，蔥翠的竹林，蒼茫的黑
松林，構成了一個童話般的世界。

也許是傍晚，鳥們累了，歸巢入眠，
聽不見鳥語，森林空曠，只有腳踩落葉的沙
沙聲和潺潺的流水聲，森林中瀰漫著一股腐
葉的味道，似乎有一縷空谷蘭香，擦肩而
過，飄入山林。

蹤跡皆無的山，此刻矗立在高遠的天
空下，顯得突兀而崢嶸，不見山中飛狐，也
不見獾兔突奔，只有山風呼嘯；覆滿地衣的
岩石，裸露在恬靜的暮色中；亂石嶙峋中，
白花杞木在漫漫孕育和萌發，緘默不語，一
旦春風拂面，素雅的菊狀白花，漫山遍野，
清香撲鼻；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一樹樹的山蒼

子，往往成為春天最早的信使，雨水過後，
氣溫回升，淡黃色的花骨朵，米粒似的，呼
啦啦，一束束，一團團，點燃春天的火焰。

山在默然中靜煮時光。
山腳下，碧玉般的潭水，倒映著天光

山色，幾隻野鴨子，撲稜著掠過水面，劃出
一圈圈漣漪。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王維
徜徉于輞川別墅的詩情畫意，在故鄉的山
林俯拾皆是。清晨，沉睡一宿的山林，睜
開惺忪的睡眼，活蹦亂跳的鳥們，在霧靄
中，亮起清脆的歌喉，山麻雀無處不在，儼
然山林的主人；黑山雀竄上竄下，旁若無人
地覓食；畫眉鳥的叫聲格外甜美，像一曲輕
音樂；斑鳩熬不住了，在枝丫上「咕咕，咕
咕」地叫個不停，似乎已聽到春天的咳嗽
聲；喜鵲是鄉民們生活中的益鳥，總喜歡在
村莊的上空或週邊「喳喳」地叫著，興高采
烈地駐留和飛翔，偶爾在山林中盤旋……真
是印證了一句古話：「林子大了，什麼鳥都
有。」遠處有䦆頭開挖泥土的沉悶響聲，不
時有挖筍人「哇」一聲尖叫，挖筍人在竹葉
覆蓋的濕潤土壤中，聚精會神地尋找著筍的
蛛絲馬跡，脆生白嫩的冬筍，是大山的饋
贈，是這個季節無與倫比的味蕾。

山林蒼茫，乍暖亦寒。
春的跫音，由遠及近，故鄉在山重水

複中，跨進春的門檻。

美麗的鄉村驛站
陳仁紅

我是無意中發現那個鄉村驛站的，當時它很不顯眼地躲在
兩棵奇特的老榕樹下。

本來，我們想去皇桐風景區觀看古銀瀑布，因車子跑錯路
線，誤上了G225國道臨高多文東段。這一段路視野開闊，道路
養護得好，兩旁綠草如茵，成排的九里香被修剪得整整齊齊；
大紫薇樹掛著串串的紫薇花；異木棉樹更是奇美，滿樹開著粉
紅的花。突然，一片濃綠闖入眼簾，兩棵大榕樹如兩把巨大的
綠傘高高地擎在空中，葉茂蔽大，樹蔭如蓋般向我們壓來。我
驚得本能地把頭向後一仰，斷斷續續地叫了起來：「老榕樹，
巴金的《鳥的天堂》！」

這兩棵老榕就長在國道邊，干多枝密，延伸高闊，完全
橫過了整個路面。老榕的樹根若裂巖，盤結遒勁，起伏不定；
老須從天而下，一蓬一蓬地垂到地面又發了芽；樹幹要幾個成
年人舒展雙臂方可合抱，樹枝亦可架棚搭屋；樹葉簇簇層層，
密密麻麻，鋪天席地。那日艷陽高照，可我們站在樹下，清涼
絲絲。老榕莖幹叢生，形成兩木成林的奇觀，引來了眾多的鳥
兒：紅耳鵯在綠葉間啾啾啁啁，麻雀三五成群嘰嘰喳喳，喜鵲
在枝上蹦蹦跳跳，還有許多我們叫不出名的鶯類不停地來回穿
梭，這兒，那兒，好一個鳥的天堂！

撲稜一聲，一隻鳥兒突然從茂葉中騰出，盤旋幾圈後落在

了路邊不遠處的蠍尾蕉花上，我的視線隨著鳥兒轉移，看到了
圍著這兩棵老榕，有小道貫穿其中，鮮花綠草相稱，幾十米外
翠竹成牆，景觀石錯落有致。我自言自語：「咦，這裡是什麼
地方？這兩棵自然生長的老榕樹下，怎麼會有這一個精緻的小
公園？我得好好看看。」

我沿著這兩棵老榕樹轉，在一片朱蕉花旁，看到了一塊立
此存照的牌子，牌子上有簡短的文字介紹。

原來，很早前，這裡有個小村子，叫鳳蛟村，村舍圍著
這兩棵老榕而建，村民在老榕下世居生活，生生息息，直到上
世紀90年代，G225國道興建，公路穿村而過，為了支援國家
建設，村民就搬離了這兩棵滄桑的百年老榕，無償獻出了這塊
地。

幾年前，為了進一步提升G225國道的服務能力，公路局把
這兩棵老榕樹打造成了騎行驛站。繞著這兩棵百年老榕建設，
又興建停車位、衛生間、休息座椅、手機充電、路網指南等服
務配套設施，為了紀念原來生活在此地的鳳蛟村，故命名為 
「鳳蛟騎行驛站」。

我站在老榕樹下，感歎著我們無意間闖入了一處美景，
也感歎著生活的美好，感歎著國家的變化和偉大。政府為來自
大江南北的騎行者修建了「鳳蛟騎行驛站」，其實也是特意為
鳳蛟村民建造了一個景觀別緻的小公園。鳳蛟村這個小小的村
子，是中國社會千千萬萬個最基層的小村落之一，它默默無
聞，無人知曉，一代代，一年年，平淡無奇，可這一刻，它被
國家記住了。

夏威夷——菲律濱（菲——夏）國際作家藝術家聯誼會成立
牛先民、蔣陽輝任各方主席、鄭毓華、譚景旭、鄒聖因、CUSI、SANTIAGO、EDGAR、張明華任各方副主席

菲律濱中國美術協會訊：為了加強夏威
夷與菲律濱兩地作家藝術家的交流與合作，
優勢互補，推動兩地的國際文學藝術繁榮，
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經夏威夷國際作家藝
術家聯合會會長牛先民，副會長鄭毓華與菲
律濱中國美術協會主席、創建人、菲國政府
註冊法定代表董事會主席蔣陽輝教授多次溝
通，商定創建“夏威夷——菲律濱（菲——
夏）國際作家藝術家聯誼會”，並於二○
二一年三月一日上午十時（夏威夷時間下午
四時）在視頻線上，由菲方主席蔣陽輝教授
在致開會詞時宣告並在與會者掌聲中成立。

成立大會由夏威夷國際作家藝術家聯
合會副會長鄭毓華主持（司儀），菲律濱中
國美術協會主席蔣陽輝教授致開會詞並宣告
夏威夷——菲律濱（菲——夏）國際作家藝
術家聯誼會成立。在熱烈的掌聲中，夏威夷
國際作家藝術家聯合會會長牛先民教授滿懷
喜悅的心情簡介了籌辦“聯誼會”的經過和
前景。他說“今後（聯誼會）的任務，一是
策劃、組織、協調兩地聯合舉辦的文學藝術

活動和相關活動，二、雙方各自獨立組織自
己一方的文化藝術聯誼活動，三、各自組織
的活動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由各自領導成員
確定，四、為交流信息，雙方領導成員建立
微信群，其功能是：協商雙方合作項目，確
定方案，推進落實，雙方各自開展活動的資
料和文件視頻需要在群裏選發，夏威夷和菲
律濱國際作家藝術家聯誼會的會員，通過
推薦和自薦申請認可後，可同時成為雙方
的成員。六、不設置共同的財務和賬號，兩
地聯合組織活動産生的費用由雙方各自自行
解決；兩地各自籌集的活動經費，用於各自
的活動。”會議通過夏—菲雙方協商的“章
程”，並通過了雙方協商領導（與菲方秘書
處）的成員。夏威夷——菲律濱國際作家藝
術家聯誼會：

主席：牛先民教授（夏威夷國際作家藝
術家聯合會會長，世界藝術家聯合會執行副
主席）

副主席：鄭毓華兼秘書長（夏威夷國際
作家藝術家聯合會副會長，世界藝術家聯合

會理事，一至十二屆《夏威夷國際青少年藝
術節》組委會主席，香港新苗國際教育集團
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主任。）

副主席：譚景旭（夏威夷國際作家藝
術家聯合會副會長，世界藝術家聯合會理
事。）

副主席：鄒聖因教授（山東師範大學教
授、國際交流學院系主任，世界藝術家聯合
會理事。）

菲律濱——夏威夷國際作家藝術家聯誼
會：

主席：蔣陽輝教授（菲律濱中國美術協
會主席、世界藝術家聯合會執行主席、菲聖
道多瑪斯大學教授、東方大學教授）。

副主席：RAPHAEL CUSI（菲律濱中國
美術協會副理事長、馬尼拉市視覺藝術家協
會主席）。

副主席：DANILO SANTIAGO教授（菲
律濱中國美術家協會副理事長，菲聖道多瑪
斯大學教授，繪畫系前主任。）

副主席：EDGAR ARCILLA（菲律濱中

國美術協會副理事長，菲東方大學校友會副
主席。）

副主席：張明華（菲律濱中國美術協會
理事，《菲華日報》董事）。

秘書長：羅安順（菲律濱中國美術協會
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副秘書長：王瓊華（菲律濱中國美術協
會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蔡清濱（菲律濱中國美術協
會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楊思西（菲律濱中國美術協
會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洪鵬飛（菲律濱中國美術協
會宣傳外交主任。）

副秘書長：周樹珊（菲律濱中國美術協
會兼職副秘書長。）

出席大會的雙方代表羅安順秘書長，張
明華副主席，鄒聖因副主席，譚景旭副主席
分別熱情洋溢致詞，展望美好的未來。

視頻線上“聯誼會”在祥和、熱烈的氣
氛中圓滿成功。

九霄大道觀
新春行賜福祥壽禮儀

菲律濱九霄大道觀訊：新年伊始，本觀於公元二○二一
年二月二十六日（農曆正月十五日）於眾神明座前，舉行上
元天宮、大天尊、招財童子大天尊賜福禮儀。是日於諸神明
座前敬設鮮菓香燭，四方善信道友早早到來，董事長盧祖蔭
先生及眾董事等同善信道友們一起拈香頂禮，行開年拜壽，
祈求天尊天官賜福，招財進寶，福壽無疆。

由正逢新冠疫情期間，本觀遵循政府相關規定，雖然一
切從簡，但也不失對神明尊奉虔誠敬意之禮，一應禮儀皆面
面俱到，善信道友接踵而至，奉香膜拜，祈求消災納福，風
調雨順，國泰民安，閤家平安，年年有餘，興旺發財。

本觀諸神顯赫，恩威四海，神恩廣被，有求必應，歡迎
四方善信道友前來辦事，福生無量。

何良順捐菲永寧總會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總會決策委員何良順鄉賢，

這次眾望所歸高票中選菲律濱各宗親聯合會主席，可喜可
賀。何良順鄉賢平素熱心公益事業，特捐本總會菲幣伍萬元
作福利用途，慷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錦東鄉會歡慶新屆就職
伍萬獻濟陽總會福利金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所屬菲律濱錦東
同鄉會於客週五（二月廿六日）舉行其第九十一週年暨第
九十二連九十三屆職員與晉江錦東華僑中學暨附屬小學菲律
濱校董會第卅八連卅九屆董事就職典禮。禮請本總會理事長

柯滄海宗長為監誓員，並致詞互勉，對該會九十多年來致力
於聯絡鄉僑，支持本總會發展族務所作出之努力與貢獻，予
以肯定與感謝之意。希望該會今後能繼續秉此傳統精神，繼
續配合支持，發揮福利國家社會，服務族親之宗旨，相與合
作配合，以盡社會一份子之職責。該會是日之就職典禮，由
於新冠疫情關係，一切從簡，卻能不失其莊嚴嚴肅，和諧歡
欣，融洽圓滿，可喜可賀，該會是日並當場獻捐伍萬元予本
總會作為族親福利金，慶典之中而不忘族中弱勢宗親，其心
可嘉，是用刊之報章以表謝忱，而勵將來焉。

普濟禪寺佛陀教育中心教導精油
（ESSENTIAL OIL）藥用療效（十）

香薰教主帶領大家認識精油，傳播正能量，有興趣的
家人和朋友可播打免費諮詢電話：QUEZON CITY計順市
83983187；84044391，王菌中醫師（DRA. ONG 8731-7391），
李羅娜MS. DY。馬尼拉MANILA免費諮詢電話：82410761。
萬松泰參藥行吳美揚MS. ROSITA。

（十）中文名——茶樹精油
英文名——TEA TREE ESSENTIAL OIL。
歷史記錄：茶樹是澳洲的特産。最早使用茶樹的澳洲

土著人用它來治療傷口和皮膚感染。毒蛇咬傷也可做為解毒
劑，世界大戰也曾使用為消炎劑。澳洲、美國和德國都在研
究茶樹抗感染、抗霉菌的效力，特別是用來治療各種皮膚
病。二次大戰時，茶樹是派至熱帶地區的軍隊及軍火工廠治
皮膚損傷的必備良藥。常被用於外科及牙科手術，也常出現
在肥皂、除臭劑、清潔劑與空氣芳香劑中。

精油特色：色澤：無色至淡色，清澈。氣味：略微刺鼻
的木質類香味。萃取：蒸發葉片與末端的小枝幹具揮發性。

主要産地：澳洲。

成品價格：100-180RMB/5ML。
生理療效：純佳的抗菌和淨化效果，應用於灼化、瘡、

曬傷、水痘、帶狀皰疹（俗稱“生蛇”）、癬、疣、圓癬、
皰疹和香港腳的理療；還可清除陰道的念珠菌、淨化尿道、
治療膀胱炎，生殖器感染有奇效。

心靈療效：通過香薰，清雅的茶樹能提升心志活動，有
益身心，令頭腦清新，恢復活力，也可治療頭皮過乾或頭皮
屑。身體療效：茶樹最重要的用途，是幫助免疫系統抵抗傳
染性疾病，策動白血球形成防護線，以迎戰入侵的生物體，
縮短患病的時間，為強效的抗菌精油。

曾丘宗親總會
舉行辛丑年春祭祀祖大典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循例聯合美骨區、北呂
宋區二分會，訂於二○二一年三月七日（星期日）歲次辛丑
年農曆元月廿四日上午十時在本會會所（1351 RIZAL AVE.，
STA. CRUZ，MANILA）四樓宗祠舉行春祭祀祖大典。因疫
情期間，祀祖儀式從簡。是日宗祠由上午十時至十二時開
放，屆時希吾職會員、青年組職組員、族親等自動出席拈香
參加祀典，藉表追思祖德，聯繫宗誼乃荷。

錦繡莊氏總會訂期
舉行春季祀祖大典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例定農曆正月廿六
日，即本年西曆三月九日（星期二）為辛丑年春季祀祖大典
之期。茲訂於是日下午三時在本總會大廈九樓祖廳舉行祀祖
典禮，疫情期間，一切從簡。祈希全體職會員準時參加祀祖
大典，籍崇祖德，而敦宗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