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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度中秋
黃頌揚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就到了中

秋節。每到此時，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奶

奶給我唱地那首童謠：〞中秋夜，明月

圓，家家戶戶慶團圓，吃瓜果，嘗月

餅，嘗完月餅迎國慶。〞你們也和我一

樣對中秋節情有獨鍾嗎？那我就告訴你

們中秋節的來由吧。

中秋節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時

代秋夕祭月演變而來。月餅最初是用來

祭奉月神的供品，後來人們逐漸把中秋

賞月與品嚐月餅，作為家人團圓的一大

象徵。

中秋節那天，奶奶早早地起來，

收拾妥當後，輕輕把我喚醒，迷迷糊糊

中地聽奶奶說：〞楊楊！快起來，要做

好吃的啦！聽說有好吃的，我咕嚕一下

爬了起來。洗了臉，換了衣服，奶奶

告訴我院子裡還有一個秘窖，進去一

看裡面有七八個大罐子，我很好奇，于

是我偷偷地打開一個罐子，罐子裡飄出

淡淡的桂花香撲鼻而來，于是我好奇地

問奶奶：〞為什麼罐子裡的什麼水會飄

出淡淡的桂花香，還帶著一點酒味。〞

奶奶笑著說：〞想知道裡面是什麼，就

要幫我一起幹活，把活做完了，就告訴

你。〞

帶著滿腦子的疑惑我跟著奶奶來

到了桂花園，桂花樹一共16排每排4

棵，桂花開滿枝頭，淡淡的香味很討人

喜歡。奶奶說：〞我來搖桂花樹，你來

收落下的桂花。〞我說：〞怎麼收？〞

話剛落，奶奶遞給了我一個大塑料盆。 

于是，奶奶使勁地搖，桂花紛紛灑落。

不禁想起課文《桂花雨》，，我繞著桂

花樹來回跑，體會到了書中作者的快

樂，盆中桂花越堆越高，而我的心愈發

快樂。

我們就這樣從早上一直忙活到了

中午，回到了家，稍作休息，奶奶拿來

了一大瓶酒，倒入罐子裡，把桂花也倒

入罐子裡，我恍然大悟原來早上看到的

七八個罐子裡裝的就是桂花酒呀！

晚上，我們帶著桂花酒和月餅到

戶外賞月，今夜月亮圓圓皎潔明亮。讓

我想起了飛花令月中的一首：〞月鎖西

樓夜未央，幽幽揮灑月如霜。〞吃一口

月餅，喝一點桂花酒，便是最甜美的中

秋。

代寫明信片
胡 銘

明信片，由信札派生而出，簡約大方，

使用方便，廣受人們喜愛，尤其春節，更是

火熱的時光。誰都會有一些親朋好友，外地

的，或本地的，常聯繫的，或不常聯繫的，

這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一句淡淡的祝

福，溫暖一年。

QQ和微信的問世，一定程度上取代了

明信片。長方形的明信片，印有各種圖案，

五光十色，它走過輝煌，亦走過低谷，如今

不再有往日的風采。現實的東西，可以退出

交流的舞台，卻退不出收藏的領域。它給人

們留下了一段段美妙的記憶。

古代即有代寫書信的，沒想到我也會成

為一個代筆的角色。早年我常寫明信片，更

多的卻是為父親代寫，且數量相當可觀。

父親的朋友很多，遍及全國各地，各種

來往信件也是特別多，父親忙，有時無暇顧

及，待春節時一併以明信片的方式捎去他的

問候。明信片尺寸有限，只能寫幾行小字，

父親患有眼疾，時間一長就受不了，好在我

的鋼筆字勉強能入他的眼睛，于是這個書寫

的接力棒便交到我的手上，這一接，便是

二十多年。

面對父親收到的一疊疊信札和明信片，

我又喜又憂。喜的是，父親有這麼一大幫好

友，憂的是，我又得眼花手酸了。為了趕時

間，我自作主張寫起了行楷，父親罵道：

「你這字寫得有點油，不行，必須寫工整楷

書。」 哇！這不是難為人嘛。明信片的紙

張厚實不吸水，又過于光滑，快速書寫沒問

題，慢寫則容易出現毛病。既然承接了這

活，那就得幹下去。端坐于桌前，乖乖地恢

復到傳統的路子，一筆一劃地去寫每個字。

手麻了，甩一下，眼脹了，閉一下。寫好的

明信片攤開來，父親站在旁邊瞄一眼，發現

不滿意的一定會讓你重寫。唉，這又不是參

展，何必如此認真呢。父親就是這樣的人，

無論是藝術作品還是考證文章，都會一絲不

苟，謹慎對待。

多年實踐中，我也漸漸學精明了，倘有

幾張寫得不好的，我會遮遮掩掩地放到最下

面，不讓他注意到，這種唬弄的方法往往還

真有一定的效果。父親買的明信片如果不夠

用，我是最快活的了，可要不了一兩天，我

又得伏在桌上。為了省事，索性將寄信人的

地址、郵編、姓名刻成一窄而長的印戳，直

接蓋上去，至少能少寫二十多字。通過一年

一度的書寫，我倒是長了見識，也「認識」

了很多人，有名家大腕，也有普通百姓。不

管啥人，都是父親的朋友，他們也視父親為

好友，這時，鋼筆字的好壞就不被人們所關

注了。

有一次我對父親說，寄出去的明信片可

以讓對方簽名之後再寄回，這樣豈不更有收

藏意義。父親認為有道理，于是，家裡又多

了一些簽了名的珍貴明信片，如王光英、朱

霖、賴少其、羅爾綱、耿寶昌等人。

父親曾多次為成套明信片題字，這樣的

明信片我一般是拒絕書寫的，理由簡單又有

說服力。兩種字相差迥異，容易讓人產生誤

解，還是父親您自己動手吧。父親笑了，說

我滑頭。

明信片代筆一事，外人幾乎不知曉，還

真的以為就是胡老親筆呢。我聽說外地有人

拿著父親的明信片參與拍賣，不過我沒見到

照片，遂不敢妄加評斷，畢竟他自己也親手

寫過不少。

喜歡收藏明信片的朋友得小心鑒別，千

萬別把我寫的那個當藏品啊。無獨有偶，網

絡上曾出現過父親的手稿，其實這也並非他

本人所寫，大都由我或母親輪流為他謄抄，

再由父親一次次地在上面修改。

父親過世多年，我也早已不用明信片

了，這段經歷便成了心中的永恆。

在泳池邊讀書
劉天文

 兒子在游泳池裡，如一尾頑皮的魚，翻騰起朵朵水花。時

而潛入水底，心越揪越緊時，他露出小腦袋，衝我「嘿嘿」直

樂。他在逗我，也在顯擺技術。我不會游泳，坐池邊，讀我的

書。

放了暑假，為了避免兒子沉迷手機、電視，他喜歡游泳，投

其所好，下班後帶他游泳成了固定任務。我喜歡讀書，他在游泳

的同時，我則享受這一段平靜的時光。如此，各得其樂。

池邊有一個吊椅，鐵質的支架，鐵質的吊鏈，木質的椅子，

可坐，可依，可躺。緊挨著吊椅，胳膊粗的葡萄籐蜿蜒至吊椅上

方，匍匐開來，枝葉伸展，灑下片片蔭涼，夾雜漏下的朵朵陽

光，斑駁成曲。吊椅西十幾米，有一大片果園，蓊蓊鬱郁。如此

環境，實在是讀書的不二之選。

風來椅動，人動，書動，飄飄然如靈魂出竅，經過草木之

香浸染，精神愈發澄澈，對書中的文字，理解更深透，感觸更清

明。皮日休在《目箴》中說，「惟書有色，艷于西子，」此時，

書的底色和心的底色，皆為碧綠。「讀經宜夏，其時久也。」清

人張潮這樣認為，夏天炎熱日長，人難免犯困昏沉，讀浩繁又波

瀾跌宕的史書能提神。究其原因，無他，心境不同而已。若心境

平和，有讀書的渴望，讀經、史、諸子則春夏秋冬，無時不宜。
正像明代陳繼儒先生在《小窗幽記》中說到的，「閉門即是深
山，讀書隨處淨土。」

讀久了，眼睛昏澀，抬頭目光投向游泳池。池裡兒童居多，
一池子的小鮮肉，穿著簡略的泳衣，像一個模子澆築出來的，大
同小異，連笑聲也是一個調兒，歡快，天真。「少年讀書，如隙
中窺月，」他們從縫隙中窺看月亮，只能見到局部，但這局部卻
是懵懂和無憂無慮。「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雖然人生經歷
比較豐滿，已能夠把握全貌，但時光永遠回不去了。

收回目光，書頁上不知何時趴著一隻小蟲，想來是從頭頂
的葡萄架上落下的。它踽踽獨行，爬向我用鉛筆標注的一個跳眼
的句子。蟲子是有靈性的，我相信它是衝著書來，衝著書中的文
字。于是我和它各自為安，互不打擾，我用目光走過文字，它用
腳步丈量文字。一頁讀完，書放椅子上，沒有翻頁，我等著這只
蟲子讀完，等著它回家。

第二天，同城的一個文友發來一個短視頻，他翻看抖音看到
的。視頻中的人物是我，一個側影，心無旁騖的讀書，有簡短的
一句評論，風景之中有風景。「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
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我在泳池邊讀書，有人在讀

我。

商總邀請眾議院副議長Loren Legarda主持線上講座
探討當前疫情和經濟等相關課題

菲華商聯總會訊 : 本會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示下，由
新聞委員會督導副理事長黃奇昭和主任李天榮董事積極安
排，于9月17日（星期五）下午2點，邀請國會眾議院副議長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puty Speaker）Loren Legarda，為商
總對華社開放視頻講座主講人。是日Loren Legarda副眾議長向
大家講解的主題為「克服菲律賓當前疫情和經濟復甦之前景
和2022年情況」（Overcome the Phil. pandemic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recovery, the situation in 2002）。

Loren Legarda副眾議長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資深立法者，
她當天也為大家介紹本國政府防疫抗疫工作的進展，以及其
對各項經濟復甦方案的看法和意見，並詳細分析未來一年的
國情境，同時也為大家解答其他各項問題的提問。是日講
座通過ZOOM在線舉行，並對華社各團體開放，受到熱烈響
應，大家踴躍出席。

大會由本會董事兼新聞主任李天榮主持。首先由本會秘
書長顏長江博士，介紹出席的本會高層領導，和華社各主要
團體的領導和代表。繼由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致歡迎詞。
林理事長對Loren Legarda副眾議長在百忙中撥冗前來進行講
解，致以萬二分謝意。他說，自Legarda副眾議長上任參議
員以來，商總與閣下之間，一直有著一種富有成效的夥伴關
係。我們很感謝您支持本會對促進營商增長、向國人提供就
業，以及通過本會的各種社會福利項目，提高菲人同胞生活
水平等方面的倡導。

林育慶理事長說，正值本國處于新冠疫情之際，本人要
在這裡向副眾議長匯報，由商總主導的華社11個主要團體組
成的華社救災基金，在疫情爆發後不久，籌集了三億披索，
用以向受疫情影響社區提供醫療物資和賑濟品；向全國各
省、市社、醫院和描籠涯的前線醫護人員提供大米、口罩、
面罩和個人防護用品等生活和醫療物資。華社救災基金同時
也採購了連花清瘟膠囊，幫助了國都區和外省地區的許多新
冠病患緩解病情。

林理事長同時強調，為支持政府的疫苗接種方案，由商
總、菲華各界和中國商會組成的華社抗疫委在中國駐菲大使
館全力協助下，通過一項三方協議向中國科興企業採購了50
萬劑新冠疫苗，並于7月25日開始，在全國各接種點為大眾
注射。商總的疫苗接種方案，是本會對國家疫苗接種方案的
貢獻，此舉能以恢復民眾的信心，並有助于從速重建營商。
我們很欣慰商總能夠成為菲律賓第一個推行疫苗接種方案的
私人機構，這項方案沒有用到政府的一分錢。在接種疫苗的
同時，現在也是我們重返正軌的時候，以使我們能夠重建經
濟、恢復就業和復興各行各業。我們必須學會接納新冠病毒
並與它共存。

林理事長說，為對新常態做好準備，及為迅速復原和加
強我們的彈性，本會提出了一下18項建議 :

1）「開銷、開銷，再開銷」，以大力恢復消費者的信
心；

2）呼籲銀行和中央政府協助刺激資金的流動，以給經濟
復甦的發動機加油；

3）「就業、就業再就業」，以把焦點集中在創造就業機

會方面；
4）維持基本必需品的負擔得起和充足；
5）增進慈善行為；
6）支持本國農民和漁民；
7）提升技術及促進在疫情期間日益重要的電子商務；
8）在我們不能依賴進口和海外菲勞的匯款之際，加強出

口行業；
9）推動「買國貨」和復興本地製造業；
10）鼓勵外來投資；
11）支持推廣旅遊業，特別是國內觀光旅遊，以支撐工

業。
12）投資並升級衛生保健領域；
13）「種植、種植，再種植」，以確保食品安全--我們

的當務之急；
14）投資農村地區，以發展經濟和平衡都市和農村地區

的增長；
15）在全國各地開發負擔得起的住房；
16）吸收並再培訓因受到疫情引起全球經濟放緩影響而

遭遣返回國的海外菲勞；
17）促進在家和在辦公地點的健康，以抗擊疫情；
18）以及支持政府的財政暨社會--經濟改革，還有基礎

設施建設方案。
林理事長說，今天，我們很欣慰能有機會聆聽Legarda副

眾議長向菲華社會人士分享的信息，以及您就疫情期間的持
續增長而言對本國的期待和遠見。同時也期盼您身為國會眾
議院議長，對其他國家大事的看法。我們希望您能夠通過立
法，協助商界以及受到疫情影響的商務活動，以使能夠挽救
就業和促進經濟復甦。聽聞您有意在2022年的大選中，通過
參選返回參議院，我們謹在這裡祝願您好運。

繼 由 本 會 副 理 事 長 黃 奇 昭 介 紹 眾 議 院 副 議 長 L o r e n 
Legarda，然後有請Loren Legarda副眾議長為大家主講。

Loren Legarda副眾議長首先感謝本會的盛情誠邀。她表
示自1998年，亦即只有38歲那一年第一次競選參議員的時候
開始，就是商總的好朋友。商總在那場選舉中支持她，使她
以逾一千五百萬張選票當選。那一千五百萬張選票，是當年
參議院選舉中所獲得的最高選票數。她說，她已倡議和制定
了超過100條法律，其中不少在疫情期間被應用。其中包括第
8759號共和國法令、亦即「1999年PESO法令」，旨在提供全
面和平等的就業機會；第6977號共和國法令，旨在支援作為
國家經濟支柱的微型企業；第9509號共和國法令，等等。在
眾議院制定的法律計有菲律賓創新法令，旨在鞏固微小中型
企業在創新體系中的地位。

Loren Legarda副眾議長說，在亞謹諾總統執政最後一年
的2015年到杜特地總統任期內的2019年，她身為國會參議院
財政委員會主席，她處理通過預算過渡。她也領導分配2017
年的部分預算，來向免費大專教育法「Free College Education 
Law」提供資金。今年的重點則是向政府的一系列提供生計
的方案撥款。

Legarda副眾議長說，疫情期間，她幫助把Antique省的

香蕉和鳳梨編織布銷往市場。她也通過一系列的農村生計方
案，支撐相關商務作業。她說，最好是菲律賓每一個社鎮都
有一家我們能予以支持的微型企業。

Legarda副眾議長同時感謝商總的一系列方案和貢獻，如
捐建農村校舍方案、志願消防和救災賑濟工作。她說，商總
是本國領導人不可或缺的夥伴。她說，自己明年將在NPC旗
下參選參議員，因為她知道要怎樣做才能推動疫情期間的復
甦，並且能夠與任何人一起工作，包括下一任總統和諸位參
議員。她說，倘若明年當選，她想要選擇的仍然是參議院財
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她表示自己並非完全，但會盡最大力
量把工作做好，同時聲稱自己對貪腐是零容忍。

Legarda副眾議長表示，如果當選參議員，她將優先把旨
在提供全面和平等的就業機會的PESO法，修正成為「公眾就
業暨創業辦事處」，並在全國各地設立「描籠涯就業暨創業
辦事處」。此外，她也計劃向國家文化暨藝術署（NCCA）撥
發資金，作為對全國各地華人區進行文化映射的用途，以保
護和進一步傳承我們的文化遺產。她希望能與本會和全國各
地會員單位一起推展協助記錄或記下各華人區的文化遺產樓
房、歌曲、舞蹈、食品、教堂寺廟、衣服、語言偕其他。這
將成為徒步旅行的指南，以促進旅遊業。

Legarda副眾議長同時勸告商家們要照顧好他們的員工，
盡量不要裁員。聲稱企業通過在線操作，以及餐廳通過戶外
進餐，均能以促進創新和增進創造力。她最後說，自己每年
都慶祝兩次生日，一次是陽曆1月28日（1960年農曆新年），
一次則是陰曆正月初一（農曆春節）。

接著由本會新聞主任李天榮董事主持公開探討，本會
諸領導分別就其他各項相關問題，向Legarda副眾議長進行提
問，對方一一解答，然後Legarda副眾議長與大家就一系列相
關課題，進行親切交流和深入探討。

最後由本會副理事長蔡榮衛致閉幕詞，然後司儀宣佈講
座會結束。

華社救災基金向
岷市第一區第18描籠涯贈送
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8月17日（星期二）上午，
向岷市第一區第18描籠涯，贈送3袋大米、7箱速食麵、2000
片口罩和30個面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發給有需要的民
眾。

是日岷市第一區第18描籠涯主席Alfredo Corre派遣代表 ，
前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資。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
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
會、世界日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
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賓聯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