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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秋
張明重

秋色漸濃，忙碌的田野沉寂了下

來。另一種熱鬧的景象卻在農家的庭院
鋪展開來，五彩斑斕，煞是喜人。

一 襲 金 黃 的 玉 米 棒 子 堆 滿 了 小
院，在陽光的炙烤下，醇香四漾，漫過
低矮的圍牆，在村莊的上空遊走，整個
村莊都充滿著金黃而甜香的誘惑。幾隻
小麻雀被香氣吸引，在金黃的玉米棒子
上蹦蹦跳跳，尋找躲在裡面的蟲子，打
打牙祭。或銜起一粒粒散落的玉米，飛
回巢穴，為即將到來的嚴冬儲備豐富的
乾糧。這個豐收的季節，不僅是農人的
喜悅慶典，也是麻雀們的饕餮盛宴。

朝陽的牆壁上，一串串鮮紅的辣
椒懸掛在上面，像一根根跳躍的紅飄
帶，充分享受著陽光的洗禮，濃縮著美
味的精華。那是辛勤的農婦用愛串起的
對生活的嚮往、對家的依戀。臨近中
午，揪一把辣椒，燃一束秸桿，在泥制
的灶台上翻炒豐收的果實，烹製生活的
酸甜。灶火不僅映紅了農婦的臉龐，也
火熱了農婦的心。

綠 的 綠 豆 ， 白 的 棉 花 ， 褐 的 芝
麻，黃的大豆，紅的高梁，還有幾個老
南瓜，一片片，一堆堆，充盈著庭院的
角角落落。在秋風中微漾，在陽光下沉
默，瀰散著春的希望、夏的生長、秋的
深厚。玉米桿、高梁桿以及棉花桿等枝
枝葉葉，斜倚在圍牆之外，竭盡生命之
力孕育出大地的豐盈，它們仍在等待和
渴望在灶膛裡涅槃重生，為人們提供光
和熱的力量。難得一絲閒暇的老農，坐
在樹蔭下，啜一口經霜的桑葉茶，放眼
滿院的豐碩，像一位得勝的將軍在檢閱
他的纍纍戰果，充實、安祥，更有那盈
眶的喜悅。未幾，鼾聲微起，老農在滿
足中進入了夢香。那一顆顆飽滿的果
實，也許正充實著老農那一個又一個富

足安康的憧憬。

祖母的重陽糕
劉長虹

 中國人的一年365個日子，都是節日串

起來的，中秋一過，重陽就快到了。

中秋節有香香甜甜的月餅，而重陽節

則有美味可口的重陽糕。對于過去生活貧窮

的人們來說，不論是中秋節還是重陽節，都

是一件令人神往的美事。只是，中秋吃的月

餅，大都是花錢在商店裡買現成的，而重陽

吃的重陽糕，則得自己動

手去做。當然做重陽糕也是項技術活

兒，不是誰都可以做的，我的祖母就是方圓

幾十里做重陽糕的好手。

祖母是戰亂時從遼寧逃荒到我們這裡

的，她不僅把自己一生嫁給了我的祖父，還

把東北做重陽糕的風俗帶進了我們這個僻遠

的西北農村。那時候，人們生活相當貧困，

平時大家都缺吃少穿，但不管大人還是孩

子，都相當看重過節，祖母帶來的做重陽糕

的習俗，無疑給當時貧困的生活增添了不少

亮色。

重陽糕，一般是作為重陽節這天的早

點吃的。吃過之後，一家老小才會一起去登

山。做重陽糕只需糯米粉、板栗、糖桂花、

白砂糖四種原料，製作工藝也簡單，難就難

在每一步都得把握好火候。

祖母做重陽糕的方法，包括六個步驟：

1.將板栗煮熟，去殼，切碎；2.在糯米粉裡

加上糖桂花，溫水調勻；3.再加上板栗碎後

揉成的粉團；4.用手將粉團攤開；5.蓋好鍋

20分鐘，蒸熟；6.蒸熟後，冷卻，切開，裝

盤。別看這簡單的六個步驟，其實每一步都

得精益求精，稍有疏忽，就會影響到重陽糕

的味道。也正是這個原因，儘管村裡很多人

都依葫蘆畫瓢每年學著祖母做重陽糕，但幾

十年，就是沒人能做出祖母那地地道道的東

北味兒。

重陽糕好吃，但不能貪吃，吃多了消化

不了，會撐肚皮的。但小時候的我們，哪裡

管得了那麼多啊，有多少吃多少，怕別人吃

完了，給自己沒有了。

結果，可想而知，每年吃過重陽糕，全

家要去登山了，但我們卻總是被重陽糕撐得

下不了炕。按習俗重陽登山全家人是一個都

不能少的，父親責備一番後，只得背著我們

去登山。

山路陡峭，一來一回，我們肚子裡殘留

的重陽糕，也就消化得差不多了。

俗話說，節日好過歲月難熬。

重陽節一過，農民就又恢復缺吃短穿的

平常日子。而我們孩子，就又開始扳著指頭

等待臘八節、春節——這些還很遙遠的節日

了。

轉角風景美如畫
王宏瑋

今天週五，下班時路上車輛明顯增多，我驅車上路沒過多

久，車速就被迫一點點地降了下來。漫長的堵車，右腳一次一次

地踩著剎車，煩躁的情緒逐漸漲了起來，道路兩旁高聳的建築使

我感到壓抑，時不時傳來車輛催促的喇叭聲，更讓我心神不安，

平時不會講的詞語，也在此刻自然而然地從我的嘴裡冒了出來。

雖然逞了口舌之快，但這樣做對緩解自己的情緒卻沒有起到一點

作用，反而使自己變得更加焦躁。好不容易，車子終于向前移動

一些了，我繞了一個大彎，順著蜿蜒的道路，從樓宇之間的縫隙

中穿過，來到了濱江路上。

道路的一側是穿城而過的大江，寬闊的江面和另一側緊密的

樓宇形成了一緊一馳的對比。眼前豁然開朗的景色，使我本來焦

躁的心頓時鬆弛了下來。

可能是連續兩天都在下雨的緣故，今天的空氣很清透，可以

清晰地看到江對岸馬路上的車流，還有林立的高樓，以及離樓頂

很近的雲層。

雨剛停沒多久，天空的雲朵依然躍躍欲試，匯聚成厚厚的一

團，壓在大地上，彷彿時刻準備著再來一場大雨。

因為下雨，江面也比平時寬了許多，水位也逼近了堤岸的邊

沿。在不下雨的時候，江面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二，接近岸邊的地

方能看到佈滿石塊的河床。

夏天時，我曾去過江邊，看著江水平緩地在眼前流淌，感受

陣陣的江風拂面而過，再從岸邊撿起一塊圓石奮力拋向江中，激

起朵朵水花，好生的愜意。

不過，遇到下雨天，溫和的江水也會變得躁動起來。江水帶

著泥沙從上游滾滾而下，然後又馬不停蹄地匆匆向下游奔去，江

面上也因暗潮湧動泛起一陣陣的水花，彷彿是江水按捺不住自己

的情緒，要向這個世界展現它的激情。

看著肆意奔流的江水，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滾滾長江東逝

水」的磅礡氣勢，此刻，我焦躁的情緒就像那些泥沙一樣，正一

點一點地被江水帶走。

看罷了江水，我抬頭看向遠處的地平線，陰沉的雨雲讓人

感覺天空和大地連在了一起，遠處的建築也在這深沉的背景下，

顯得格外清晰。目光稍稍向上移動，雨雲的輪廓也開始變的清晰

起來，顏色也更加明亮，它們就浮在建築物的上方，然後向天空

的深處延展，一直攀升到其他雲彩的上方，被早已等待多時的霞

光照亮，雲彩迎著光的一面被霞光染上了淡淡的粉色，背光的一

面，則顯現出一種柔和的灰藍色。這些不同形狀，不同高度的雨

雲，就像被事先設計好了一樣疊加在一起，再配上霞光的渲染著

色，整個城市就被籠罩在這美麗如畫的蒼穹之下。此情此景，讓

我第一次注意到，原來雨雲也可以如此美麗。

夕陽慢慢地墜入遠處的山梁，在白晝即將暫別這個世界時，

霞光卻更加絢麗。就在我前方的天空上，有一片雲彩被霞光染成

了的暖暖的粉紅色，而且在雲彩的中心隆起了一個橢圓形的鼓

包，看起來就像一枚正躺在柔軟鳥窩中的蛋，形狀飽滿，栩栩如

生，就在我讚歎雲彩的變幻莫測時，忽然從視野中略過了幾隻飛

鳥，這讓我不禁暢想，如果我多等一會，是不是就能看到一隻多

彩的鳳凰停在那片雲彩之上？或許它會仰頸長鳴，表達對新生命

的期盼。

看著這大自然的神來之筆，我已經忘記了時間的流逝，任由

車輛緩慢地前行。路上的岔路口，依然不停地湧入車流，就彷彿

大江的支流一般，從林立的樓宇間蜿蜒地匯聚在一起。

車流的喧鬧和自然的寧靜形成了一幅如畫的美景。沉醉在如

畫美景中的我，早已不再為堵車而煩惱，心情也變得愉悅起來。

看來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就如同這雨雲一樣，如果只是看

到陰霾，那麼我們的生活也會變得暗淡無光。但是，如果用心去

發現那些美麗的霞光，就算是陰沉的雨雲，也可以化成醉人的風

景。

帶著一雙善于發現的眼睛上路吧，可能就在下一個轉角處，

你會發現完全不同的風景！

蔡清溪（安頓）
捐石光校友會福利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旅菲石狮市五社同鄉會於二0
二一年十月上旬複選，本會慶典主任蔡清溪（安頓）學長，
德高望重、實至名歸榮膺第六十七、六十八屆理事長 ，實乃
本會至高榮光，與有榮焉！榮陞之際，蔡清溪（安頓）學長
不忘慈善公益，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幣叁萬元，作為本會
福利用途。熱心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予於表揚，併
申謝忱。

太原總會開始接受現職
與退休華文教師獎勵金申請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訊：為重新整理二ｏ二一年
至二ｏ二二年度任職於大岷區各華文學校之王氏子女及媳婦
名錄，本會於近日發電郵予各華校執事部主管，懇請協助登

記，並祈於十一月十二日前寄交本總會辦事處，俾便整理擇
日頒發慰勞從教或退休老師之獎勵金。

鑑於疫情，退休老師可以傳真或電郵登記，也可親到會
所登記，頒發日期將擇日再通知。查詢請電：82448355

菲華泉州公會暨
忠義殿董事會召會通知

菲華泉州公會/泉州總商會暨菲律濱泉州通淮關聖夫子
忠義殿董事會訊：本兩會訂於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晚7
時30分，召開理事會第十一屆第七次暨董事會第三屆第二次
全體理（董）事ZOOM視頻常月聯席會議，共同探討重要會
務。敬希本兩會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榮譽董事長）、
創會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正副名譽會長（正副名譽董事
長）、正副會長（董事長），理監事會及青年委員會全體職
員、鄉賢撥忙踴躍出席。謝謝！Zoom 會議網址、ID代碼、密
碼已發於微信群裡。

另：接菲華各界聯合會通知，凡家中12-17歲適齡青
少年及錯過春苗行動的18歲以上僑胞，需要接種本次疫
苗者，請盡速在10月30日前向本會報名登記（小吳手機：
09178285658），先報姓名及所需份數（“各界”只以社團為
單位，不接受個人報名），以便匯總報送“各界”。

本輪疫苗集體接種，預計12月份在崇仁醫院開展。填
表、疫苗款與注射費等事項另行通知。

龍塘四鄉聯合會
訂期召視頻會議

旅菲龍塘四鄉聯合會訉：本會訂於二○二一年十月廿六
日（星期二）晚上八時，假座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三十
屆第六次理事會議，討論會務進展等重要事宜，希諸同仁撥
出寶貴時間準時參與會議商討會務事宜，會議ID將於開會前
一天以信息與微信通知。屆時希本會全体理監事撥冗出席視
頻，共商策劃推展會務。

慶祝10月16日世界班黎莎日 菲國多位政要將出席慶祝活動
本 市 訊 ： 今 天 是 1 0  月  16  日 星 期 六 ， 是

WorldPandesalDay世界班尼薩日。儘管有疫情，但
是，有 82 年歷史的卡穆寧麵包咖啡館Kamuning 
Bakery Cafe將繼續舉辦慶祝活動，特邀公民和文
化活動的特殊客人 。

如教育倡導者、參議員張僑偉、文化倡導者
副議長Loren Legarda、城市更新和糧食安全倡導
者奎松市市長喬伊、和社會正義倡導者Atty. Neri 
Colmenares等將出席活動。

卡 穆 寧 咖 啡 館 館 長 李 天 榮 （ W i l s o n  L e e 
Flores）表示，由于現在疫情已進入第4級，該公
司每年向城市貧民免費贈送7萬份食品，外加免費
醫療/牙科/光學任務，而且將麵包捐贈給孤兒院、
各種兒童收容所和城市貧困社區。世界班黎莎日
旨在紀念卑微而偉大的菲律賓麵包班黎莎，也是
為了強調解決全球飢餓和貧困問題的必要性。

    祝賀一年一度的#WorldPandesal日的賀詞來
自杜特爾特總統領導的各級領導人，如參議員格
蕾絲‧傅，參議員桑尼‧安加拉，副議長洛倫‧
萊加爾達，奎松市市長喬伊‧貝爾蒙特，GMA網
絡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戈松（在2019年世界
潘德薩爾日做嘉賓。

帶領向城市貧民提供免費麵包和其他食物）
和富豪娛樂創始人莉莉‧蒙特維爾德母親以及演
員丁東丹特斯也在世界班黎莎日，並幫助分發免
費的麵包和食物。

儘管發生了經濟危機，卡穆寧麵包店還與商
總（FFCCII）合作，向位于潘加西南卡拉西亞奧
的巴蘭蓋迪納拉奧安小學捐贈了新的公立學校教
室： 還向其他經濟困難的農村地區捐贈了公立學
校教室，如位于東薩馬爾省歷史悠久的海濱巴蘭
吉加鎮的Sta.Rosa小學和塔拉克省塔拉克的別墅巴
科洛小學。

2020年6月5日，卡穆寧麵包店還通過第一夫

人霍尼萊特‧阿文切亞領導的希納邦基金會和巴
丹加斯省長赫米蘭多，向巴丹加斯的塔爾火山災
民捐贈了50萬批索。

卡穆寧麵包咖啡廳還贊助獨特的文化項目，
如每年3月21日的世界詩歌日慶祝活動， 無黨派的
"班黎莎論壇"，領導人和新聞工作者與媒體和知
識分子對話，詩歌朗誦，新書發佈會，藝術展覽
和2020年3月7日的詩歌和音樂之夜籌款活動等。

GMA網絡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阿蒂‧費
利佩‧戈松在致辭中說："我很久以前就應朋友李
天榮先生的邀請走進了卡穆寧麵包店的門。新鮮
出爐的平底鍋麵包和沖泡咖啡的氣味喚起了對家
庭的溫暖回憶。

麵包店和我分享一些特別的東西。我們都同
齡！

要是麵包店的牆壁和烤箱能說話就好了---想
像他們要講的故事。

今天，我們慶祝兩個重要時刻---世界班黎莎
日，以及菲律賓美味手工麵包之鄉---卡穆寧麵包
店82週年。祝賀李天榮團隊將聚光燈照耀在我們
國家謙遜而受歡迎的麵包上，並通過與他人分享
您的祝福來慶祝。

  戈松還說："正是像李天榮這樣的人和卡穆
寧麵包店的主麵包師滋養了菲律賓的歷史。我們
分享您的夢想，即通過世界級的手工烘焙，讓每
一個菲律賓人發揮出最好的水平。在您靈感的領
導和工藝掌握下，您為今天和後代保留了烹飪遺
產。祝卡穆寧麵包店咖啡廳在未來幾年裡取得更
大的成功！

圖示；
圖一，李天榮與計順市市長喬伊和GMA董事

長戈松主持座談；圖二，副參議長Loren Legarda
和李天榮合影，圖三，參議員張僑偉參加班黎莎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