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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又聞蛐蛐叫
何小龍

               夜很靜，適合
               想一想往事，窗外
               蛐蛐們彈奏的琴音
               總是把我的記憶
               引向故鄉和童年

               蟬的合唱
               淹沒不了麥草垛上
               爬上滾下的笑聲
               頭上頂一片碩大的荷葉
               比草帽清涼
               挎一籃青草回去
               羊一晚上都在反芻
               我汗水的味道
               但我不覺得累，
               用一根草
               挑起蛐蛐之間的戰爭

               如今，那片土地
               不再生長綠油油的莊稼
               長滿的是高樓大廈
               開過拖拉機的人
               現在開著出租車
               在西安城跑
               其他人也找到各自的營生
               和城裡人一樣
               住在小區裡的高層樓上

               容顏被歲月篡改
               曾經的玩伴，
               見面也不相識
               況乎娃們
               我一次次走進一首唐詩裡
               想和賀知章交流一下心情

               今夜，
               我把蛐蛐們彈奏的琴音
               當成鄉音聆聽

柿花飄香
王瑞虎

又到柿子花開的季節了，我忍不住又一

次想起父親……

記得四歲那年秋天，我和小夥伴強子一

起玩，他拿著一個柿子在吃。那橘紅色的外

皮，橘紅色的果肉，像火焰，在我眼前燃燒

成一道美麗的風景。本來我的饞蟲就已經被

勾起，強子卻像故意引逗我似的，一邊啃著

柿子還一邊咂著嘴說：「呵，真甜！」

我再也忍受不了，眼淚汪汪地跑回家對

父親說：「爸，我也要吃柿子。」

父親愛憐地看了看我，從屋子裡推出自

行車說：「走，爸到街上給你買！」

父親帶著我來到鎮上，把所有的街道都

轉了個遍，也沒有買到柿子。可我仍然不依

不饒地哭喊：「我就要吃柿子！我就要吃柿

子……」

輕易不求人的父親無奈地帶我來到強子

家，向強子爸說明來意。強子爸歉意地笑著

說：「老哥哥，真對不起！我那棵樹今年剛

掛果，只結了一個……」

父親看了看強子院子裡的那棵只有指

頭粗細的柿子樹，以及我期待的眼神，說：

「爸也給你種一棵柿子樹。」

柿子樹是種不出來的，父親說的「種」

其實是嫁接。嫁接是在春天樹木萌芽前進行

的。在這之前，首先要挖一棵適合嫁接用的

砧木樹栽活。

第二天，父親扛著橛頭在山上整整轉

悠了一上午，終于挖到一棵拇指粗細的砧木

樹。父親把它栽到院子裡。在那時，嫁接果

樹可是一項技術活兒，我們村子只有強子爸

會。第二年春天，父親硬塞給強子爸一盒

「大前門」香煙，央求他給我們嫁接柿子

樹。只見強子爸首先把那棵砧木樹的上半部

分鋸掉，只留下一尺多高的樹幹。用刀子在

鋸口中間劈一道口子，把從自家柿子樹上折

來的枝條一端削成楔形，牢牢地插到口子

裡，最後用塑料薄膜纏好紮緊就成了。

柿子樹剛嫁接，我就一天三回地跑去

看它發芽了沒有。看一回就問一回父親：

「爸，你說柿子樹能活嗎？」父親就說：

「只要你不動它，一定能活；如果動了，那

就活不了了。」

那天，我終于看到了嫩芽，欣喜地跑去

告訴父親。父親看過後高興地告訴我：「這

樹可算是成活了，等以後掛果了，我們年年

就有柿子吃了。」我問父親：「什麼時候能

結柿子呀？」父親說：「怎麼也得等個三四

年吧！」柿子樹長得真慢，我盼啊盼，它年

年都不掛果，我漸漸的失去了耐心，不再關

注它。只有父親繼續慇勤地照料著這棵樹，

時不時地給它澆水、施肥、剪枝……

時光荏苒，轉眼我就上到了小學三年

級。這時候，就要去鄉里上了，並且要住

校，一星期回來一次。那天，我正在上自

習，班主任來到教室對我說外面有人找。我

跑出去一看，原來是父親。他看到我，笑瞇

瞇地遞給我一個手巾包。我打開一看，原來

裡面是三個柿子。父親告訴我，院子裡的柿

子樹掛果了，結了五個柿子。我迫不及待地

拿起一個啃了起來，那脆脆的、甜甜的滋味

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柿子樹在父親的精心照料下，沒幾年，

就長得有碗口粗了，枝繁葉茂。每年結的柿

子除了自家人食用外，多餘的還送給左鄰右

舍去品嚐。有時候，母親還用來泡柿子醋。

然而，在2010年那個柿子花開的季節，父親

害了一場大病，永遠地走了，只留下滿樹花

香和我那濃濃的思念在春風裡氤氳。

如今，我們兄弟為了生計，都各奔東

西，老屋再也沒人居住了。柿子樹卻越發粗

壯，斑駁的樹皮猶如父親那張飽經風霜的

臉。每年春天，濃密的枝葉間都會開出香氣

馥郁的花，到了秋天，滿樹都是紅彤彤的思

念。摘一個品嚐，那種甜甜的、澀澀的滋味

直透心底……

又是一年柿花飄香時。

秋陽如浴
劉治軍

清晨，拉開窗簾，陽光柔和地灑滿屋子，遠遠望去並不耀眼。

深深地呼吸，空氣中滿是秋陽的味道，那味道暖暖的、甜甜的。

站在窗口向遠處望去，瓦藍瓦藍的天空中飄著幾朵白雲，陽光

穿過雲層落了滿滿一地，遍地的秋陽讓整個城市披上了天的金黃。

柔和的秋陽下，人們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他們的

腳步更輕盈、快捷了，因為滿是收穫的秋天正從他們的腳下掠

過。

走在鋪滿秋陽的街道上，感覺空氣是異樣的清新，往日的塵埃

與刺鼻的氣息都不翼而飛。

商場裡、街道上新款時尚的秋裝不禁讓人眼花繚亂，不知不覺

中給城市又注進了新的氣息，那一種氣息蕩氣迴腸、回味無窮。

暖暖的秋陽下，商販們把秋天最美的果實佈滿了大街小巷，讓

所有人第一時間嘗到了秋天的美味。

秋天的陽光柔和而又倔強，它不像春天的陽光清冷明媚，不像

夏天的陽光熾熱狂野，更不像冬天的陽光冷冽而又孤獨。

秋天的陽光有著她獨特的美，明媚而不料峭、溫和而不奪目。

它把一種特有的清新，灑向宇宙萬物，煙火人間。

秋陽下最幸福的事屬於鄉下的人，滿地的金黃是他們這一年的

全部，他們經歷了幾個季節的忙碌，終于在這個秋天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收穫，他們看到了土地賜予他們的希望與收

成。

他們得到了他們最想擁有的東西。

柔和的秋陽下，所有的莊稼人張開了鷹一樣的臂膀，從晨曦中

出發，在日暮中歸來，他們累卻幸福著、滿足著，因為這是他們一

生的使命。

深秋暖暖的秋陽下，隨處可見的人們，有的三五成群地聚集在

一起談天說地。

有的則靜靜地躺在秋陽下感受秋陽的恬靜與舒適。秋天帶給了

我們最美的風景和收穫，我們心存感激，

我們深愛著秋天。就在這個秋天讓我們敞開心扉，回歸自然，

坦坦蕩蕩地接受秋陽的洗禮與沐浴。

秋陽像穿在我們身上的一件衣裳，即使有風吹過也是暖暖的。

有秋陽抵禦著涼風，使我們並不覺得冷，反而更加安然、舒適。然

而，就在此時，在我們的腦海裡閃現出一個又一個熟悉的畫面，每

一個畫面都蘊藏著我們的艱辛、汗水、智慧、收穫。我們深

愛著這個秋天，更愛著像親人一樣溫順的秋陽。

秋陽的味道濃濃得像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給我們的生活注入

了新的氣息和血液，讓我們在前行的路上充滿了信念和力量。秋天

裡，有陽光相伴，我們會一路高歌，唱出這個季節的幸福、這個時

代的美麗。

秋天，停下前行的腳步，讓我們一起嗅一嗅陽光的味道；讓

我們一起看一看陽光下的世界，相信我們嗅到的是這個世界最美的

味道，我們看到的是這個世界上最美的畫卷。秋天，金燦燦的陽光

下我們行走在一片又一片的金黃裡，那一片金黃無窮無盡，一生一

世……

蔡英奇捐
石獅僑中校友會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本會
諮詢蔡英奇學長令先慈——蔡府莊太夫人諡
烏先老伯母（福建省石獅市大崙鄉）於二○
二一年七月十四日凌晨二時四十五分，壽終

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壹佰晉一高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
終令典，極盡哀榮。其哲嗣幼秉承先人庭
訓，樂善好施之美德，孝思純篤，熱心社會
公益，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慈善，特獻捐
菲幣兩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用途，移孝心
於善舉，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

以資表揚，並申謝忱。

蔡榮鏈急逝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蔡榮鏈先生（福

建省晉江市金井鎮埔宅村山尾區39號）即
蔡鎧燁、意含、珺垚令尊，即林曉龍令夫
君，亦即蔡國雄令胞兄，即蔡慶祥、蔡珍珍

令長郎——不幸於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四
日 中 午 十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急 逝 於 K O R E A 
HOSPITAL，得年三十七歲。英才頓失，軫悼
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306-FIR靈堂。擇訂九月
二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
國殯儀館聖樂堂。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9月26日)播放精彩節目
南寧廣播電視台主辦菲中電視台協辦跨國中秋詩歌晚會

菲 律 濱 唯 一 的 華 語 電 視 台 — 《 菲 中
電 視 台 》 播 放 時 間 ： 每 星 期 日 （ E V E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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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16
頻道，GLOBAL DESTINY有線電視15頻道，
CIGNAL有線電視13頻道，GSAT有線電視8頻
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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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播放

節目預告如下：
一. 由南寧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南

寧廣播電視台主辦，菲中電視台參與製作的
「人月兩團圓 千里共嬋娟」跨國中秋詩歌晚
會，于9月20日在南寧廣播電視台新聞頻道播
出。

二．慈濟菲律賓分會採購高流量鼻氧機
支持醫院，于9月9日送三台到中華崇仁總醫
院，並于隔天交付五台給菲律賓總醫院。

三.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接到廈門市僑聯
邀請參加2021年9.8廈門投洽會。因疫情原
因，吳清泉會長委任常務副會長許明智任商
貿團團長，組織在國內的同仁們出席參加。

四.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將于9月17日起
對申請赴華簽證人員留存十指指紋並頒發生
物識別簽證。

五．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赴館外辦
公的使館領僑處檢查指導疫情防控、領事保
護、證件服務等工作。

 六．9月16日，由駐達沃總領館主辦，

菲律賓紅燭華文教育基金會、菲律賓達沃晉
江商會協辦的棉蘭老第三屆「友誼杯」青少
年漢語演講比賽，通過線上結合線下方式舉
行。 七．值此2021年中秋佳節來臨之際，黃
溪連大使代表中國駐菲律賓使館全體同仁，
向旅菲中國同胞致以誠摯的節日問候！

八. 9月15日上午，馬尼拉華助中心向旅
菲各校友會聯合會和菲華聯誼總會各捐菲幣
25萬元，支持「獻愛心中藥」方案向染疫僑
胞免費贈藥。

九.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會長王榮
忠親自帶隊組團參加在中國廈門舉行的第
二十一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

十. 福建中醫藥大學菲律賓岐黃中醫學
院委託華教中心面向菲律賓全國招生，有意
學習中醫藥學的請盡快向該中心交流部諮
詢。

十一. 菲華商聯總會于8月25日下午，邀
請大岷發展署主席阿巴洛斯 (Benhur Abalos 
Jr.)，為商總對華社開放視頻講座主講人，向

華社介紹首都區的疫情趨勢。
十二. 慈濟基金會對收治新冠肺炎病患

的兩家醫院，共捐贈十一台高流量鼻插管呼
吸氧氣機。

十三.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禮訪菲律賓前
參議員濛濛.馬可斯，雙方舉行了愉快的交
流。

十四. 菲華商聯總會與華教中心聯手舉
辦「賞月品畫慶中秋——辛丑年中秋節中國
畫展覽活動」。出版展覽作品專輯中秋節當
天在各大華報上以彩色全版刊登發表。

十五. 菲律賓婦女委員會委員一行，于9
月15日上午禮訪菲華商聯總會，雙方就一系
列相關課題進行探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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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中關村論壇熱議知識產權賦能全球科技創新
　　新華社北京9月25日電　創新是推動時代

進步的核心驅動力，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近日

發佈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

中國排名第12位，較2020年上升2位，自2013

年起連續9年穩步上升。

　　2021中關村論壇「全球知識產權保護與

創新論壇」24日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

區展示中心舉行，與會嘉賓共同探討全球變

革下科技創新與知識產權的發展和挑戰，為

國際科技創新合作、知識產權保護與全球化

運營提供參考。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助理總幹事馬爾科·阿

萊曼說，疫情對人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

響，但同時也看到了很多展現人類智慧、韌

性和適應能力的例子。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以創新為核心

的企業表現出了強大的韌性。」世界知識產

權組織中國辦事處主任劉華說，全球範圍內

在軟件、硬件、信息通信技術、生物制藥等

領域呈現了良好的創新發展，但也存在發展

不平衡的問題。

　　在2021年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

中，深圳-香港-廣州地區和北京分列二三

位，阿萊曼表示，中國在創新領域取得顯著

進步，得益於中國數十年來對科技創新的投

入，中國在創新規劃、政策實施和評估方面

繼續發揮著示範作用。

　　疫情之下，醫療設備、個人防護用品、

電子產品等需求增大，相應領域的研發投入

也隨之增加。「綠色科技、醫療和數字科技

已經成為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復蘇的焦點。」

中關村創藍清潔空氣產業聯盟主任解洪興

說。

　　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會長路易斯·亨利

克·杜·阿瑪拉表示，生命科學在應對疫情過

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研發出新的藥品和制藥

技術對患者而言無疑是利好消息，但同時也

要在藥品專利保護和藥品可及性之間找到平

衡，目前已有多個國家對此展開探討。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殷勇說，北

京將始終以開放的心態，強化對外合作，推

進知識產權工作，中關村論壇也將打造成為

面向全球高科技創新交流合作的國家級平

台。

　　歐洲專利局副主席史蒂夫·羅溫說，2020

年歐洲專利局收到了來自中國的13432項專利

申請，同比增長9.9%，疫情之下依然保持增

長態勢。歐洲專利局和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2020年12月啟動了專利合作條約國際檢索單

位試點項目，可為在歐洲尋求專利保護的中

國申請人節省時間和成本。

　　智能問答機器人、自動駕駛汽車、語音

識別技術……如今，這些應用已融入人們的

日常生活，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

能、生物技術等新業態不斷涌現，對知識產

權保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越是面對不確定性，越是面對困難，

我們越是需要創新驅動。中國正逐步從知識

產權引進大國向知識產權創造大國轉變。」

百度集團資深副總裁梁志祥說。

　　以自動駕駛汽車為例，北京市2017年12

月發佈了《北京市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管

理實施細則（試行）》，此後不斷更新完

善，推動了中國自動駕駛逐步從一般測試到

載人測試的進程。

　　《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高度評價

了中國的創新表現，並強調了政府決策和激

勵措施對於創新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