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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來杏花開
王軍賢

季節輾轉向前，歲月的輪盤，又開啟

了新的一圈。一年一度的相逢來之不易，大

自然需要精心裝扮一番，才好奔赴春天的邀

約。

憋了一整個冬天，春天是花草植物揚眉

吐氣的季節，一團團、一簇簇、一瓣瓣，它

們要把一場盛大的花事依次打開。

「 春 色 滿 園 關 不 住 ， 一 枝 紅 杏 出 牆

來。」一枝紅杏裊裊娉婷，從卷軼浩繁的唐

詩宋詞裡旁逸斜出，探過白牆黛瓦，在香薰

的東風中搖曳生姿，一不小心洩露了春天的

芳容。雖然花期短暫，但它以不施粉黛、清

麗出塵的風姿，給春天平添了最有詩意的色

彩和神韻。

古往今來，垂憐杏花的文人墨客多不

勝數，但誰也比不上楊萬里的多情和專注。

「道白非真白，言紅不若紅，請君紅白外，

別眼看天工。」他的一首 《詠杏五絕》別具

一格，把杏花的神態、顏色描繪得細緻而傳

神。

「 小 樓 一 夜 聽 春 雨 ， 深 巷 明 朝 賣 杏

花。」如果再有一場恰逢其時的春雨，一夜

無夢自然醒，當你正倚窗欣賞外面蔥綠的

美景，街巷裡弄忽然傳來甜美的賣花聲……

這樣的場景明艷而生動，所謂安暖詩意的生

活，大概也不過如此罷！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曾說:「世上沒有兩

片完全相同的樹葉。」那麼，在花團錦簇的

春天，也一定不會有兩朵完全相同的花兒。

有多少人，在花前屏息凝望、搜腸刮

肚——想要給每一朵花，都起一個完美的名

字——就像一個人的心裡，都有一個獨一無

二的她。杏花既浪漫又生動，每一枝都極富

禪意。它雖然開得熱烈絢爛，香味卻淡雅脫

俗，有「抬首入世、低眉出塵」的境界。

沉醉于美酒佳釀般的春色裡，如果我

們，能感應到草木的呼吸，聽得見一朵花開

的聲音，懂得一縷東風的語意，那麼，心靈

將逐漸變得靜謐澄明，就能在粗糲喧囂的日

子裡，獲得一份最柔軟、最珍貴的幸福。

生命苦短，人生不可能沒有遺憾，但遺

憾也是一種美麗。一陣風兒吹過，幾片花瓣

悄然落下，緩緩的，都是來不及說出口的別

意，彷彿經典電影中的慢鏡頭……

「 花 開 花 落 彈 指 間 ， 唯 有 春 風 年 復

年。」也許，你已經韶華不再，但每一季開

滿杏花的春天，一直都在記憶裡翩躚起舞。

驀然回首，迎面走來的你，還是那個春風少

年！

春到人間草木知
孫邦明

 春雨初霽，陌上漫步，滿眼春色。花兒綻放，草木清翠，泥

土潤澤，鳥兒飛翔，最美大自然的春景來了。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偌大大的原野褪去枯敗，蟄伏的野草，吐出鮮艷的嫩綠，一改冬日

的羸弱，從犄角旮旯地鑽將出來，石縫裡、田埂邊、溝渠坡和磚角

下，探出直挺挺的小腦袋，笑盈盈的鮮活，生命力極其頑強。看

來，判斷事物是否強大，不在于表面上是否高大與矮小，內心向上

皆是一種積極的生命狀態。如若這些曠野的小草，看上去瘦弱，卻

異常的堅韌，春風輕撫，春雨一剪，立馬就能朝氣蓬勃。

埂上幾畦菜地，

冬蘿蔔也來湊熱鬧。

纖細的腰身，隨春起

舞，開出小小的白潔

花朵，在奉獻了冬日

暖 開 了 人 們 的 胃 口

後，再燦爛一把，為

春色錦上添花，渲染

些絢爛與精彩。田間

的麥苗正綠油油的，

葉兒寬大，莖幹滾圓，如若懷孕的少婦，拔穗孕育著農人春的希

望。蠶豆花，很迷人，像飛落的紫蝴蝶，亦如大熊貓的眼，賊好

看，紫藍藍的魔幻，如若遁入童話世界。豌豆花，碎碎唸唸，爬滿

籐蔓，白的紅的藍的深褐色的，一個個彷彿競賽似的，匍匐在芬芳

的泥土上。

最是醉人妖艷的油菜花，黃燦燦的奪人眼眶，想不看都不

行，想不嗅會遺憾，春分至，它們已膀闊腰圓了，高大通黃似是黃

油彩潑墨一般。

瞧，這些大自然的花兒，開得多麼的嬌艷，多麼的自在，把

你蜷縮的心情渲染得開開的旺旺的，也像它們那般獨自芬芳，肆意

綻放。

阡陌遠方，兩隻南歸的燕子，掠過春波蕩漾的河面，低聲呢

喃著情話，「幾處早鶯爭樹暖，誰家新燕啄春泥」，看來它們也在

尋覓和肩負著歸來後的築巢使命。「野樹青青布谷啼，更看蝶繞菜

花畦。」

布谷鳥兒，性急的地叫喊著：「布谷、布谷」，催促著農

事。看，斗笠蓑衣，農人正揚鞭，老牛奮蹄，犁耙掘進，開拓著休

憩一冬的土地，播種著春的希望。哞哞的幾聲，犁開人們春天的故

事和心中的喜悅。泥土的清香，招來鳥兒盤桓，搶食害蟲的美味，

燕子銜來新泥，為子孫安家落戶，曠野的春色頓然被喧囂得生機勃

勃開來。

「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春江水暖鴨先知，

春到人間陌上走，萬物爭綠，春花爛漫，春回大地，繁花似錦。

擁抱春天
播種綠色的希望

朱先貴
掀開雪絨棉被，暖暖烘烘的陽光把濕漉漉潮的土地焐熱。

柳條脫去睡衣，卯足了幹勁，搖搖晃晃，婆娑起舞；袒露

光潤肌膚上顯現密密匝匝的嫩綠彰顯著青春的活力，彰顯著自

信從容的魅力。

雖然還是水鄉廊簷燈籠的依然張揚；然而，春天卻像一隻

飛鳥從遠方向我們撲面而來，讓你防不勝防。

一隻山鶯穿越晨光飛出叢林撩撥婉轉的歌喉，吹響春天的

口哨，在清泠的空氣中散佈著春天的消息。

聽到春天的召喚，向死而生的綠色精靈，早已按捺不住內

心的激動，掙脫秋冬惡魔的束縛，縫補好冰扎的傷口，將一抹

斑斕的色彩塗抹在草地、樹枝，塗抹在油菜和大片大片的麥苗

莊稼上，塗抹在涓涓流淌的小河，還有那波瀾不驚的池塘，。

春天是個迷人的魔術師，說她神奇她真是神奇，說她美麗

她真是美麗。她就用魔杖拍拍天空的臉龐，天空頓時露出了笑

容，明媚的陽光給雲朵鑲上金邊；她用魔杖碰碰大山的肩膀，

群山馬上睜開惺忪的睡眼，脫去灰色的冬裝，換上鮮艷的衣

裳。

春風更是一個染色匠，她將花兒染得五顏六色的，使大地

更加美麗。山野與庭院一朵朵綻放的花朵，紅紅的，白白的，

黃黃的……像趕躺兒似的，你不讓我，我不讓你，奼紫嫣紅，

爭奇鬥艷。

鵝黃爬上枝頭，綠茵淹沒草坪，湖畔煙樹籠翠，花蕾低首

含羞。

碧空萬里明朗，大雁陣陣排成行。溫暖如初的春天詩意盎

然。

「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春天是生命的起點，也是

播種希望的季節。

她將千姿百態的生命孕育而出，攜一縷陽光，與天地萬物

相擁，彰顯生命神奇的畫廊。在這蓄意待發的春天，趁著大好

時光，我們用一顆虔誠的心播種事業、播種愛心、播種陽光、

播種溫暖、播種希望......收穫完美的果實——幸福、和諧與吉

祥。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裡花。」也許我們缺少

那份寵辱不驚笑看庭前花開花落的從容，也許我們還沒有修練

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定，儘管是陽光和雨水同在，寒冷與

溫暖交替，春天也許不盡完美，但我們仍要堅守信念，不畏艱

辛，勵志前行，努力去尋找未來的支撐點，努力向著太陽隨同

春天一起生長，永不放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過去屬於死神，未來屬於你自己」（英國詩人雪萊）。

冬天已經過去，春天已經來臨。無論是失敗還是成功過去都已

成為歷史，而未來就像一張白紙，它可以繪出最新最美的圖

畫。2021新的一年已經揚帆起航，站在新時代的起跑線上，我

們放飛夢想，擁抱陽光，走向輝煌。

掬一捧春水，洗淨塵埃。心存希望，靜候花開。在這個

春天裡我們播撒理想，心懷葳蕤，讓生命中的那縷陽光茁壯成

長，成長成光陰裡流年四季最美的風景。

陳俊權捐
永中校友會福利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訊：本會文教主任
陳俊權學長令尊陳煥柳老伯父，于二0二一
年三月二十六日（農曆二月十四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壽終于家鄉本宅，享壽九十有二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其哀榮。

陳俊權學長孝思純篤，守制期間，不忘
慈善公益，特捐菲幣貳萬元，作為本會福利
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予
以表揚，併申謝忱。

 蔡榮旋逝世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蔡

常務理事榮旋鄉賢，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四月
十六日下午八時四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
壽七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靈
體將於四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五時火
化。出殯日期另訂。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施世宗丁母憂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會

施稽核主任世宗鄉賢暨賢昆玉令堂施府吳美
宣太夫人（晉江巿龍湖鎮前港後宅村），不

幸于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壽終內寢于故里
本宅，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現設靈于家鄉龍湖鎮村後宅村本宅，
擇訂于四月十八日(星期日)出殯安葬于家鄉靈
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楊安仲逝世
菲律濱弘農楊氏宗親會訊：本會顧問

安仲宗長（原籍南安官橋），亦即本會名譽
理事長安哲令兄長，吳麗麗女士令夫婿，宗
親敦隆，敦興，敦發，敦駿，敦泰賢昆仲令
尊，不幸於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星期
一）上午七時四十五分逝世於崇仁醫院，享
壽八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已
於十二日下午八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另擇
日安葬於馬尼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

洪溪許良寬逝世
旅菲洪溪同鄉會訊:本會許榮譽理事長良

寬鄉賢於二O二一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一)下午
七時十五分壽終正寝，享壽八十有七高齡，
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因疫情管控，儀式從
簡，靈體已於四月十四日(星期三)火化於聖
國聖樂堂，靈灰擇訂於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上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Himlayang Pilipino 紀念墓

園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敬希本會理監
事職員暨鄉僑，在安全保障前提下，自動自
發前往弔唁，並参加送殯執紼，以表緬懷軫
念，而盡鄉情會誼！

蔡榮旋逝世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蔡名譽主席榮旋學長，不幸於二○二一年四
月十六日下午八時四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七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勸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蔡榮旋逝世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蔡榮旋常務

理事，不幸於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八
時四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六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免
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會誼。

吳業儀逝世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常務理事業儀宗長（原籍晉江霞里），於二
○二一年四月十七日凌晨十二時十分蒙主恩
召，息勞於菲崇仰醫院（MANILA DOCTORS 
HOSPITAL），在世寄居八十有高齡。訂於四

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火化於聖國殯儀
館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軫悼同深，經已派員慰唁
其家屬，並勉其節哀順變。

蔡榮旋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蔡榮旋老先生——

亦即僑商蔡國新、國陽、麗玲、美玲賢昆玉
令先尊（石獅市仕林村——容卿）不幸於二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下午八時四十八分，壽
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六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靈堂。擇訂四月二十二日（星
期四）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
（因疫情期間，為遵政令，一切從簡，懇辭
賻儀花圈及相關禮儀）

蔡榮旋逝世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本會蔡

名譽會長榮旋學長，不幸於二○二一年四月
十六日下午八時四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七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擇訂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蔡名譽會長榮旋往生極樂
世界。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
問。其哲嗣蔡國新、國陽、麗玲、美玲孝思
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
眷屬人等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菲中電視台週日播放精彩節目
菲律濱唯一的華語電視台—《菲中電視台》播放時間：

每星期日（EVER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
BEAM TV 31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72頻道）播出，還在
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中電視台》FACEBOOK頁
面上進行直播。也可以任何時間（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
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節
目）。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晚上9:30 pm 至 10:00 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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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播放節目預告如下：
一. 華社抗疫委員會疫苗工作小組于4月8日下午三點舉行

視頻會議，探討有關向中國科興企業採購疫苗的各項事宜以
及如何分工合作積極進行各項籌備工作。

二. 菲華商聯總會于3月30日下午邀請政府抗疫跨機構特
別工作組特別顧問Ted Herbosa醫學博士向華社主講探討疫情
疫苗和經濟等相關課題。

三. 菲律濱中國商會在洪及祥會長的帶領下，于4月10日
捐贈崇基醫院菲幣100萬，幫助確診醫務人員和家屬，由該院
院長龔金生醫學博士親自接收。

四．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發佈關于做好「修訂版加強
社區隔離」（MECQ）措施期間領事證件服務有關安排的通
知。五．華社救災基金于4月7日上午十點，向菲國警後勤處
和保和省政府捐贈抗疫醫療物資。

 六．慈濟總動員援救4月2日台鐵太魯閣號408次列車重
大事故。

七．中國駐拉瓦格領事館向拉瓦格、巴達克、聖尼古拉
斯、碧瑤、仙朝峨等領區部分城市捐贈了一批KN95口罩，助
力地方政府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八. 4月12日，菲華各界和中國商會分別向菲華商聯總會
移交支付科興疫苗費用的支票。

九. 如果您在尋找高功能又時尚的口罩，那麼MASQ非常
適合您！獨特的MASQ口罩設計可過濾95％的微生物，防水，
高度透氣，無刺激性，對皮膚無害，並能承受20多次清洗！
它有多種顏色，可以搭配任何健身服裝，使您活躍的生活更
容易適應「新常態」。十. 本集帶大家認識一位時尚愛好者，
High Heeled Hunter時尚部落格的博主Kyna Gem Sy。最近，她
創立了自己的服裝品牌Amen，向所有希望穿著前衛的人分
享她獨特的設計！每件服裝都是獨一無二的，並且富有想像
力，非常適合不怕表達自己的女士們。

本台聯繫電話：09228943681  EMAIL: chinatowntv.
ibc13@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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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江週二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濱錢江聯合會訊：本會第九十四連九十五屆理事

會訂於二○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二）晚間八時召開視
頻會議，請各職員屆時踴躍出席，共襄策劃，請在您的手
機或計算機上下載ZOOM應用，會議ID6608141785；密碼：
cheankang。

全球華裔青少年作文大賽結果揭曉
華教中心推薦作品共二十九篇獲獎

華教中心訊：由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主辦，北京四中
網校承辦的「全球華裔青少年作文大賽」結果現已揭曉。本
中心推薦的學生作品共有29篇獲獎，現將獲獎者名單公佈如
下：小學三等獎：呂宏濤（密三密斯光華），陳利堡（密三
密斯光華）；小學優秀獎：施雅瑩（巴西中華）。

中學一等獎：朱雅雯（僑中總校），黃佳昕（僑中
分校）；中學二等獎：許彬彬（僑中分校），鄭妮妮（嘉
南），曾巧純（納卯龍華）；中學三等獎：李煥年（僑中總
校），吳燁塬（僑中總校），蔡晴晴（僑中總校），吳佳雯
（僑中分校），呂雯雯（僑中分校），蔡菲菲（中正），
洪靜瑜（中正）；中學優秀獎：吳少雄（僑中總校），林
佳景（僑中總校），邱佳宜（僑中分校），陳安琪（巴西
中華），林巧媚（中正），林霆朗（中正），洪鴻興（中
正），王芳琳（中正），林恩烯（中正），鄭晶晶（嘉
南），蔡伊婧（宿務建基），徐婧妍（宿務建基），柯欣誼
（納卯中華），洪楊藺（密三密斯光華）。

本屆作文大賽共收到33個國家296所海外華校和華教組織
的參賽作品1600餘篇，小學組共評出一等獎40名，二等獎60
名，三等獎90名，優秀獎200名；中學組共評出一等獎50名，
二等獎70名，三等獎120名，優秀獎260名。大賽組委會將通
過本中心為菲律賓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和優秀獎的選手
頒發獲獎證書；鼓勵華文學校和同學們積極參與，也會向參
與比賽但未獲獎的同學頒發大賽參與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