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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初雪當空舞
魯道明

 
          哇，黃鶴樓換上了銀紗！
          從冬至開始我就盼望下雪
          盼了整整20天，終于
          盼來了天女散花
          ——這是今年我的「初戀」
 
          甚為驚喜的是，初雪
          下在聖誕卯時。我的心
          舞進了耶穌的心房
          舞進了江漢關鐘樓的記憶裏
          也舞進了自己的初吻
 
          啊，世間多麼奇麗！
          多麼純淨，多麼聖潔，
          多麼溫暖！
          一些熱氣騰騰的慾望，
          驀然升起
 
          心伴雪舞。在一張白紙上
          我複製粘貼了
          兒時的雪花、
          雪仗、雪人、雪球
          和「雪泥鴻爪」
          還從兒時的儲存中
          提起了天真、浪漫和幻想。
          但這
 
          也許只是一個偶遇，
          或者巧合
          瑞雪來了還會走開
          可能還會再來，或許不來
          人生，還有多少未知與可能？
 
          夢想和渴求，
          在默默的等待
          ……而「初心」
          要靠自己用童心去「百度」
          和啟動

孩童的秋天
王小柳

　　在孩子的眼睛裡，秋天是第一片被歲月

染黃的樹葉飄落下來，是第一個蘋果紅了起

來，是最後一縷秋日的夕陽落下去，是秋風

中閃閃的星星亮起來。我們小的時候，孩童

的秋天是勞作的秋天，也是玩耍的秋天。

　　秋天水稻臨近成熟，家家戶戶忙碌起

來。首先天氣預報關注好，如果遇上風雨

天，就需要緊急搶收。其次等待成熟的時

候，家家下田割水稻，大點的孩子們在家做

好中飯送到田邊。成熟的水稻，粒粒飽滿在

田里垂墜下來，馬上就可以割下來做成香甜

可口的大米飯，我學著大人的樣子嘗試著割

水稻，我左手虎口撐開握住水稻，右手拿著

鐮刀，準備在離根部兩三寸的地方割下去。

突然被旁邊的大人喝住，他們給我做了示

範，原來我左手在握水稻的時候，大拇指朝

下，這樣很容易受傷的。正確的做法是大拇

指朝上握住水稻，看似很小的一件事，也是

有竅門在裡面。真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

知此事要躬行」。

　　水稻收割完成，大人們可以鬆一口氣，

一年的豐收成果進了糧倉，今年基本生活有

了保障。這時小孩們可以去河邊放鴨子了，

秋天鴨子長得特別快，特別是在河邊放養的

鴨子，活動量大飯量大，一兩個月就大了一

圈。鴨子在河裡或打盹漂浮，風吹著河面顯

現一層層波紋，河水清且漣漪；或潛入水

中，兩個鴨掌在水中隨意擺動，扁扁的鴨嘴

在水裡銜上一條小魚；或在水草中行進，不

停地用嘴去嘗嘗那些岸邊的水草。一天的時

間很快過去。孩子們用長長的竹竿指揮著鴨

首領上岸歸家，回去的路上鴨子明顯沒有早

上行進地那樣積極主動。一隻隻鴨子抖抖羽

毛，慢慢悠悠一擺一擺往家趕。在水中飽餐

一天之後，鴨子們再回家的路上，間或給田

間加點肥料。

　　秋夜裡少不了的樂趣就是捉蚱蜢，白天

在野外的草地裡面有很多蚱蜢、蜻蜓、螳

螂等，蜻蜓是益蟲，捉到一般都會放飛了。

晚上打著手電筒去捉蚱蜢，在野外的路燈下

面，蚱蜢特別多，人走過去蚱蜢沒方向地直

接往人的身上撞。從蚱蜢的後面，輕輕捏住

它的大腿和翅膀，輕輕鬆鬆抓住一隻丟進準

備好的空瓶中，看它們在瓶子裡面打架、蹬

腿、咀嚼，有無窮的樂趣在裡面。

　　稻子進了糧倉後，谷場上多了一個個草

堆，孩子們白天的辛苦都被晚上的歡樂沖談

了。晚上我們在谷場嬉戲玩耍，玩累了就爬

上高高的草堆上休息。我發現只有我在草堆

上躺著的時候，月亮才不會跟著我到處跑，

月亮也靜止下來在休息，好像還在對我笑。

長大以後不管身在何處，只要我抬頭看到月

亮，就回想起那些愜意的秋夜。

讀書的良知
劉磊

駒光一瞬，彈指而盡，2021年將要遠去，是該收尾總結一下

了。這一年下來值得稱道的大體上也只有兩件事，一是晨跑，另

一個就是讀書了。堅持晨跑和讀書，其實無關乎什麼拚搏自律，

只是用本自具足的自性和良知讓身心日益精進而已。在此就談一

些讀書的心得吧。

「亂花漸欲迷人眼」，這是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但我覺得信

息和知識還是要區分開的，不能把信息當知識，也不能把知道當

成良知，更不能以己之是非而度人之是非。讀書也不能盲目地去

讀，要把所讀的書與自我的知識體系融合在一起，否則自我的知

識體系就是一潭死水，是分裂的，孤立的，沒有高度的。

我見過的一種最常見的讀書方法就是：「博覽群書」，來者

不拒，不管是什麼書，不假思索拿起來就讀。這樣的讀書方式，

我不能說它壞，但我認為是不足取的。這是為了讀書而讀書，這

種讀書方式除了在向世人標榜勤奮和博學這兩種高貴的品質之

外，卻不曾對自己的固有思想有任何的觸動。這樣就算讀的書再

多，也不過是一個自以為是「知道分子」而已。

用這種讀書方式去消磨時光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對自性的

生長卻是百害而無一利的。真正要讀的書應該是一把利鎬，它可

以掘開固化的思想之冰。所以在讀書之前應該審視一下這本書，

判斷一下值不值得自己去讀，思考一下怎樣與自己的知識體系融

合。

《莊子‧內篇‧養生主》就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

以有涯隨無涯，則殆矣。」用「有限」的「生」去追求「無限」

的「知」，絕對是不明智的。

有人說既然如此，那就從此「躺平」，放縱自我不讀書了。

若是這樣想，那仍舊是執于另一端，陷入頹廢和空虛了。莊子說

的意思並不是讓人就此「躺平」，而是有更高妙，更超脫的要

求。用道家的話說叫「逍遙」和「喪我」，到了釋家就叫「無

我」，用西方哲學回答就是審視自我，超越自我。用心學來說那

便為致良知，祛除世俗的遮蔽，找到本自具足的自我和良知。中

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不是絕對對立的，他們有共同的指向，他們殊

途同歸，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個對像「我」。要「喪」、「超

越」和「祛除」的這個「我」就是小我，假我，暗淡的我，世俗

的我。

這就是「減」的藝術，道家是「減」的哲學，它絕不是要求

人為了減而減，它只是告訴世人量體裁衣，「為學日益，為道日

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而現在的我們只

知道增而不知道減。

讀書的關捩並不在「讀」以及「讀了多少」，而在于適當地

「裁剪」並與固有的自我「縫合」。小時候看到母親在給人做衣

服時，不是直接將布料拿來就去縫的，她會量體裁衣，先對此人

的身形、坐臥習慣、整體氣質進行統籌判斷，然後用心中的成法

去進行劃線，依法裁剪，最後一步才是「縫合」。

讀書和做衣服是一個道理，之前的統籌判斷是物我之間的審

視，「劃線裁剪」是釋然後的捨得，「縫合」才是消除己見，接

納萬物的天機。與自己固有知識的「縫合」是最痛苦的，會有焚

心蝕骨之痛，但只有這樣，最後做成的「衣服」才是匠心獨運、

渾然天成的。

這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知道」和「做到」，方法終歸

為方法，于「知」和「行」而言，自乃外物，終有不及。未來的

2022走向何處，沒有人知道，但所有人又都知道。因為這世上只

有一條路，除了你自己之外，沒有人知道它通往何方。陽明先生

想要告訴我們的也只有三個字：致良知。知行合一，光明自我，

才能不負生而為人的自性與良知。最後就用陽明先生的「四句

教」做結吧。

無善無噁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商總募款馳援超強颱風「奧德特」災民
校友聯響應五百萬總數已達八千三百四十八萬零二百四十

菲華商聯總會訊 : 本國中部未獅耶地區
和南島棉蘭佬地區遭受超強颱風「奧德特」
肆虐，災區滿目瘡痍，哀鴻遍野；災民紛紛
逃離家園，三餐不繼，處境淒涼。

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慈悲為懷，體恤
災民艱難困境，遂決定擴大賑災工作，特于
2021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下午，召開董事
緊急視頻會議，旋于27日召開常務理事暨理

事緊急視頻聯席會議，商討有關賑災事宜，
在本會內部發動愛心募款。

出席同仁熱心響應，踴躍捐款，加上團
體會員單位及社會愛心人士慷慨捐獻。

至 2 0 2 2 年 元 月 7 日 已 募 得 合 計
七千七百四十萬零二百四十披索，幫助災民
渡過難關。

募款活動仍然在持續進行中，昨天又收

到本會同仁和社會善心人士的愛心善款，尤
其校友聯捐來五百萬助力更大。

茲附上2022年元月11日慷慨捐款同仁及
熱心人士和機構芳名 :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五百萬
菲律賓邦邦牙省仙彬蘭洛菲華商會四十

萬
名譽董事佘明汀卅萬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二十萬
顧問姚嘉樂十萬
菲律賓鐘錶商會五萬
無名氏三萬
昨天（元月11日）收六百零八萬
連 同 之 前 所 收 七 千 七 百 四 十 萬 零

二百四十
合共已收八千三百四十八萬零二百四十

華商邱允堅（Metal Exponents）慨捐價值126萬10箱（7000片）屋蓋鋅片
由吳身謀大律師主有Span Asia義務運載到武運災區

協助向颱風「奧德特」流離失所災民提供修補棲身之所
華社救災基金訊 : 超強颱風「奧德特」

橫掃本國中部未獅耶地區和南島棉蘭佬地
區，造成嚴重災情。重災區之一武運省情況
慘重，不但斷電斷水，通訊中斷，更有大量
房屋完全遭毀，致使20萬戶家庭失去家園，
處境淒涼，令人不忍目睹。

熱心華商邱允堅主有的Metal Exponents, 
Inc.係一家鋅片進口商，心繫流離失所的受
災民眾無家可歸，急需臨時庇護所，遂本
著人溺己溺的理念，大發慈悲心，慨捐10箱
（7000片）屋蓋鋅片，共值126萬披索，向受
災民眾提供過度性住房援助，解決他們的燃

眉之急。
該批物資將由華社熱心志願消防隊和

義診善士吳身謀大律師主有的Philippine Span 
Asia船務公司( Philippine Span Asia Carrier 
Corp.)免費義務運抵災區，讓受災民眾早日有
個棲身之處。

本基金已通過當地菲華商會，屆時配合
省長黃嚴輝，分送給急需災民。

邱允堅（Metal Exponents, Inc.）和吳身謀
大律師（Philippine Span Asia Carrier Corp.）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武六干省菲華廠商總會
召開視頻會議通知

武六干省菲華廠商總會訊：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嚴
峻時刻，為遵守政府防控疫情法規，為保各位理事的安全，
本廠商會決定以綱絡視頻方式進行召開會議。訂于二零二二
年一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八時在ZOOM綱絡視頻舉行第
十一屆理事會第二十七次聯席會議，報告及討論會務事宜。
屆時敬請各位理事撥出寶貴的時間出席參加。

下載《Z00M》視頻軟件。會議ID代碼與密碼將于開會前
以信息與微信通知，敬請密切配合，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
訂期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本總會訂于2022年元月十
吉日（星期一）下午八時二十分，假座ZOOM視頻會議室召
開第八十八屆第八次理事常月會議，討論會務開展及其他重
要議題。

信息與微信已發出，今特再發佈新聞告知。屆時敬希本
總會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全體理事及地區理事撥冗準
時出席參加，共商策劃推展洪務為荷。

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訂期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本會訂于2022年元月

十吉日（星期一）下午八時，假座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
六十五、六十六屆第八次常務董事常月會議，討論會務開展
及其他重要議題。

信息與微信已發出，今特再發佈新聞告知。屆時恭請洪
門聯合總會名譽理事長和正副理事長光臨指導，敬希本會全
體常務董事撥冗準時出席參加，共商策劃推展會務為荷。

隴西總會網上召會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總t會訂於二○二二年一

月十八日（星期二）晚上七時半，在互聯網上用ZOOM召開
第八十八屆第八次理事常月會議，討論各項重要會務事宜，
會議ID與密碼將於開會前通知各位。屆時務希名譽理事長，
常務顧問，正副理事長及全體理事宗長準時上網參加視頻會
議，共謀獻策，增進會務。

石光校友會召開視頻會議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訂於二0二二年元月十四日

（星期五）晚八時，舉行本會全體理監事視頻會議。屆時，
希望全體理監事、青年組職會員準時參加會議，在視頻中建
言互動，集思廣益，溝通共識，共同促進會務發展。ZOOM
視頻會議網址ID及密碼將在本會微信群或信息中發布告知，
謝謝配合。

梧坑同鄉會訂本週日召會
旅菲晉江梧坑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一月十六

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假座ZOOM網絡視訊平台舉行第
五十八連五十九屆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會務事項。請各位

正副理事長、正副監事長洎全體理監事踴躍出席參加。屆時
恭請各位常務顧問、永遠名譽理事長、永遠榮譽理事長撥冗
準時出席指導。共商策劃，推展會務之進展是盼！

張顏總會周日
召開 ZOOM 視訊會議

菲律濱河源張顏同宗總會訊: 本總會訂於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上午十時，將召開第七十三，七十四屆第八次理事會
會議，討論有關重要事宜。

敬請全體理事職會員提前下載好 ZOOM MEETING 軟
件，屆時準時参加，會議帳號及密碼將預先發於微信群組
裡，或個别傅訊息通知，屆時務希各位常預顧問，諮詢委員
及全體理事撥冗準時出席参加會議是荷!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1月15日
晚上八點召開月會視頻會議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暨婦女委員會訊：謹訂于2022年1月15
日（星期六）下午8點，召開本總商會第117連118屆暨婦女委
員會第四屆全體職員第六次月會視頻會議，討論重要會務進
展事宜。會議賬號和密碼將預先發到微信群裡或個別傳訊通
知，屆時敬請永遠名譽會長、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常
務顧問、咨詢委員、會長、執行常務副會長、常務副會長、
副會長、全體理事、婦女委員會屆時撥冗出席參加！共商策
劃，以利會務之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