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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的向日葵
高小蘭

                時間不停地旋轉舞蹈
                在午夜尋找陽光
                像幽靈般游移

                在空無一人的街道
                貓眼
                發出幽幽綠光
                緊緊地注視著
                那游移
                無措的生命

                那一顆
                有我名字的星辰
                就在那
                靜謐的巷子深處
                我踉蹌著慢慢靠近
                卻總是
                走在入口的邊緣

                我彷彿看見了
                長在窗台上的向日葵
                看見了
                那驕傲揚起的花盤
                以及
                那耀眼的陽光的顏色
                看見
                它在努力生長
                面向天空明媚的方向

                于是，
                我的尋找有了力量
                在深夜的小巷入口
                心中悄然
                升起一縷期盼
                那是心底的幾許溫柔
                將融化心中的堅冰

                午夜的向日葵
                依然在內心盛放

梔子花開
朱先貴

傍晚時分，天下起了小雨。淅瀝瀝的

小雨落在臉上、灑在背上涼絲絲的，雨水緩

解了空氣的悶熱與乾燥，也滋潤了萬物。原

本因久旱無雨而變得枯燥世界一下子生動起

來。有幾隻水鳥撲稜稜張開著翅膀，從空曠

的田野上飛向了天空，飛向遠方，似乎盡情

地瀟灑揮霍著雨水給它們帶來的快感與歡

樂。

這是入夏以來第一場雨，它卻讓我等了

很久，隱藏在心底那種莫名其妙的焦慮與不

安，隨著雨水的降臨一下子稀釋殆盡，頓覺

身心一陣輕鬆。冒著小雨，沿著村道我加快

了腳步向前走去。走到春大爺住宅路頭拐彎

處，一陣濃郁的清香撲鼻而來，聞著花香，

我 停下了腳步，我不曾注意的發二爺後門

口的梔子花開了，花開得很茂盛。只見一朵

朵皎潔純淨的花朵點綴在翠綠的枝頭，潔白

的花蕊競相怒放，像是身穿白色連衣裙的清

純少女，又似一朵由白玉雕成的花神塑像。

細雨輕輕地拂過，梔子花便搖曳多姿，沁

入心扉的花香，伴隨著濛濛細雨，賞花如品

茗，樂趣自成。

梔子花，雖然沒有玫瑰的鮮艷，也沒有

牡丹那樣雍容華貴。但它素淨潔白，清麗淡

雅，平和與樸實，有著自然樸素的美。詩聖

杜甫在他的詩中就有過這樣的讚歎：「梔子

比眾木，人間誠未多。于身色有用，于道氣

相和」。

看著這媚而不妖、艷而不俗的梔子花，

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和我同村樸實無華的

女人，她叫菊香。前幾年，菊香的家庭經

濟狀況並不好，她是村裡的貧困戶，在黨

的陽光政策幫扶下，2018年度不僅甩掉了貧

困帽子，還蓋起了磚混結構的新房，女兒也

快大學畢業了，一家人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脫貧後的菊香做起事來更帶勁了，丈夫外出

務工，她帶著孩子留守在家，為了增加家庭

收入，今年她種植了五畝地瓜蔞，瓜蔞下準

備養殖2000隻蛋雞，目前瓜蔞籐蔓已經爬滿

了棚架，2000只雛雞也在孕育中，如能空出

手來她還去鎮上服裝廠打臨工掙點錢補貼家

用。你別看她人個子小，在村裡女人中她算

得上是個厲害人，做起事來雷厲風行，連男

人都不敢做的事她敢做，她就像一朵盛開的

梔子花，在風中，在雨裡，在陽光下婆娑起

舞、阿娜多姿。

海子說，活在這珍貴的人間，人類和

植物一樣幸福。若生命亦如這純白可愛的梔

子花，在繁華的世間，無論世事如何滄桑變

化，簡簡單單、平平淡淡、堅韌柔和、必定

會收穫快樂。　　那份喜悅，如同與久別的

老友重逢。只聞花香，不談悲喜。依著夏日

的葳蕤，只想遠遠地看著它，恰如一襲白裙

翩躚，靈魂散發著香氣的優雅女子。從詩意

江南緩緩走來，安靜地在自己的世界裡。用

馨香浸染歲月，用清芬澆灌明媚。

石榴花
吳仲堯

 初夏的校園，綠肥紅瘦。幸好「榴花開欲然」，給濃綠萬

枝添了一抹醒目的紅。所以，農曆五月被雅稱為「榴月」，可想

石榴花之盛。

對于石榴花那璀璨奪目的紅，我歡喜得難以釋懷。每當春天

來臨，我都會關注教學樓前面花壇裡的那幾株石榴樹，先是在鐵

銹色的枝杈上爆出點點殷紅的葉芽，漸漸舒展成青枝嫩葉，緊接

著便是一樹蔥蘢，綠意流淌，枝葉間悄然蘊藏著繁星似的花蕾。

待到入夏，那花蕾忽如一夜之間燦然綻放，遠遠望去，整株樹彷

彿似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紅得珵亮，紅得耀眼，紅得流光溢

彩，讓人感到熱烈而奔放。

石榴花盛開的日子裡，我每次路過教學樓，都會情不自禁

地駐足觀賞。石榴花形似喇叭，骨朵兒裂成六瓣，色艷肌潤，細

膩光滑，如紅玉雕成，婀娜嫣然。中間是無數小米粒狀的花蕊，

黃裡透紅，柔如蠶絲，嫵媚動人。記得郭沫若先生曾對石榴花有

過精闢的描述：「石榴有梅樹的枝幹，有楊柳的葉片，奇崛而不

枯瘠，清新而不柔媚，這風度兼備了梅楊之長，而捨去了梅楊之

短，最可愛的是它的花，那對于炎陽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紅的

花，單瓣的已夠陸離，雙瓣的更為華麗，那不是夏季的心臟嗎？

我禁不住唾津潛溢了。」

是呀，石榴自漢代張騫從西域帶入中原，就一直受到文人墨

客的青睞和讚頌。

如唐代韓愈的「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 寥

寥數語就勾畫出了石榴花繁茂爛漫的景象，尤其「照眼明」三

字，生動傳神，既寫了花，也寫了看花人的愉快心情。再如唐代

杜牧的「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艷中閒。一朵佳人玉釵上，

只疑燒卻翠雲鬟。」 

在寫花中寫人，在寫人中寫花，花美，人更美，人花相映，

相得益彰。讀罷，恍然間一位頭插榴花，身著紅裙的俏麗佳人，

莞爾一笑，款款向我走來。在傳統文化中，石榴花開滿枝，昭示

著繁榮和美好，紅紅火火的日子。紅彤彤的果實，洋溢著喜慶與

祥和，人們更借石榴多籽，來祝願子孫繁衍，家族興旺。晚唐皮

日休的「蕭娘初嫁嗜甘酸，嚼破水晶千萬粒。」 正是對這一古

老習俗的真切描寫，石榴也因此被賦予了「多子之兆」的吉祥寓

意。記得我結婚時，妻子的嫁妝裡，就有一條「榴開百子」圖案

的大紅被面子。

石榴花的美艷麗靈動，絢爛之極，常令我想起宋代張先「輕

屜來時不破塵，石榴花映石榴裙」的詩句。細瞧慢瞅，原來石榴

花還真像裙子，而且是下擺張開的那種，顯得風姿綽約，風情萬

種，很容易讓人浮想聯翩。我想，美女如果穿上這款裙子，那一

定是千嬌百媚，自古英雄心甘情願地倒在石榴裙下，也就不足為

怪了。

哦，扯遠了，還是再說說校園裡的那幾株石榴樹吧。或許是

因為花壇土壤肥沃，陽光充足，或許是由于園丁辛勤培育，精心

呵護，石榴樹確實長得枝繁葉茂，欣欣向榮。那些成熟的花蕾次

第怒放，新生的花苞不斷萌發，先期凋謝後結出的小果實，一個

個玲瓏可愛，活像一群天真爛漫的小頑童，在樹梢上搖頭晃腦地

嬉鬧著。于是，我的眼前油然浮現出一幅沁人的畫面——滿樹沉

甸甸的石榴壓彎枝椏，秋風送爽，石榴欣喜地咧開了嘴，露出一

顆顆白裡透紅，亮晶晶，水靈靈，珍珠似的籽粒。我彷彿品嚐到

了石榴清涼潤喉，馨香流溢，酸甜交融，耐人尋味的美妙，想要

不陶醉都難呀！

我靜靜地凝視著隨風搖曳的石榴花，不禁癡想，石榴花不一

定只用來比喻美女，用來比喻火紅的豆蔻年華或許更加貼切。高

中時代的學生，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都像石榴花一樣，擁有火

紅的青春，靚麗的容顏，如花的笑靨。如果說石榴花把初夏的校

園點綴得絢麗燦爛，一片亮紅，那麼有了這些莘莘學子，溫馨的

校園才顯得更加生機盎然，激情飛揚。

（圖片說明）上圖：開班典禮，左起：李敏、張禮、方李瑾；下圖：結業典禮，左起：
李敏、張禮、邱向歡、常芳清。

暨大舉辦華文繪本編寫及應用研習班
華教中心組織十三位華教工作者參加

華教中心訊：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主辦、暨南大學華文學院承辦的“2022海外
華文教師‘華文繪本編寫及應用’線上研習
班”於5月23日至6月22日舉行。本中心共組
織13位菲律賓華教工作者參加。

在5月23日舉行的開班典禮上，華文學院
副院長張禮表示海外華文教師持之以恒的學
習力和事業心，促使該院不斷增強服務環球
華文教育的能力。

他指出隨著家庭華文教育的重要性更加
被認同，個性化華文教材的需求以及教師自
編教材的積極性、主動性明顯增強。張禮副
院長希望此次研習班能夠讓大家的繪本實踐
更加順利，從而提高孩子們學習華文的興趣
和樂趣。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副教授李敏代表授課
教師發言。

她向學員們介紹課程設計與導師團隊。
本次研習課程包含四大板塊，以兒童認知規
律為基礎，以華文繪本鑒賞、創編、應用為
核心內容，以指導大家掌握繪本教學技能、
具備繪本創編能力為目標。李敏副教授指出
此次研習班共邀請多個國家的20多位導師，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華文繪本的研習
成果一定能夠讓華文教育的工作和生活更加
生動、精彩。

蒙古國旅蒙華僑蒙中友誼學校的劉潤梅
老師和新西蘭華社英文與中文培訓中心肖豔

虹分別代表上午班和下午班的學員發言。
在6月22日舉行的結業典禮上，華文學院

黨委書記邱向歡感謝全體學員和任課專家的
辛勤付出和努力耕耘，共同澆灌繪本之花。
他表示華文學院在疫情期間通過在線教學，
拓展華文教育短期培訓的廣度和深度，策劃
推出系列極具特色的研習課程，廣受好評。
邱向歡書記歡迎大家積極參加由“全球華校
聯盟”推出的首屆國際華文繪本創意設計大
賽，為華文教育著資源，為純真孩童繪未
來。

教師代表常芳清表揚學員們潛心學習繪
本編寫步驟，深挖繪本教學方法，積極分享
繪本作品，展現出專業化、規範化、現代化
的當代華文教師風貌，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生
生不息的播種者、傳承者。她希望學員們通
過本次研習，不僅掌握繪本理論知識，同時
能根據各自實際創編華文繪本，為華文教育
事業添磚加瓦。

新加坡伊頓國際教育集團的蔣燕老師和
加拿大前景中文學校的沈亦芳老師分別代表
上午班和下午班的學員發言。

此次線上研習班為期一個月，專題講座
近30場。

本中心組織僑中總校﹑僑中分校﹑晨
光、光啟、獨魯萬鳴遠、描戈律三一﹑宿務
中華、密三密斯光華等華校的13位華教工作
者參加了此次研習班。

陳埭鎮同鄉總會暨總商會召會通
菲律賓陳埭鎮同鄉總會暨菲律賓陳埭鎮總商會訊：本

會謹訂於6月30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在會所舉行本會首屆理
監事會第三次聯席會議，共同研討會務。恭請本會指導員、
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創會會長、正副會長、正副監事
長、秘書處成員、婦女組、青年組及全體理監事，撥冗踴躍
出席，共商謀劃，集思廣益，以利會務之推展。為便於訂
餐，敬請大家在微信群中報名接龍。

計順市首都菲華商會新屆就職
商總榮獲頒發本屆「金龍之星」獎

菲華商聯總會訊 : 計順市首都菲華商會于6月26日（星
期日）上午11時，假座計順市Novotel大旅社舉行慶祝成立
三十三週年暨第十五屆職員就職典禮，同時舉行第二屆「金
龍之星」獎頒獎典禮。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受邀擔任監誓
員，並為新屆理事訓誨嘉勉。

計順市首都菲華商會為商總會員單位商會，該會卸任
理事長林育緯和新屆理事長許天恩，分別為本會外交副主任
和工商共同主任。本會極度重視是場慶典，是日林育慶理事
長特委派副理事長黃奇昭代表其出席盛會，並為新屆職員監
誓。

大會中頒發由該會主辦的第二屆「金龍之星」獎，主要

是表彰為社會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和團體。本會有幸也是受
獎團體之一，同時獲得獎盃和獎金。

受獎個人和團體尚有計順市兩名前市長Brigido 「Jun」 
Simon Jr.和Feliciano 「Sonny」 Belmonte Jr.，以及慈濟菲律賓
分會。所有得獎個人和團體均各自同時獲得獎盃和獎金。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
六月卅日休假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訊：岷市市長宣佈本（六）月卅日
（週四）為岷市特殊非工作假日，以讓市民得以親身見證小
馬宣誓就任總統。

本圖書館依法放假，七月一日 (週五) 照常開館為會員讀
者服務。

   本館館址：
 19th Flr., San Fernando Tower,
   514 Muelle de Binondo St., 
   Binondo, Manila
  電    話： 243-9110
 手         機：  0945-4262211
  開館時間： 週二至週日 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一時至下午五時

菲律濱崙峰同鄉會
續辦本年度獎助學

菲律濱崙峰同鄉會訊：本會為勉勵鄉僑子女，勤奮向
學。本年度繼續優秀生獎學金及協助家境清寒學生助學金。
申請日期為見報之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申請辦理地點為本會辦公室，時間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三
時。

獎學金：凡就讀於全菲各華校之大，中，小學或幼稚
園，其英漢文成績本學年名列全班首，二，三名者，可申請
獎學金。如SUMMA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
CUM LAUDE，均在受獎之列，請將成績單和有關證件正本及
影印本一份帶來會登記。

助學金：凡本會鄉僑子女家境確為清寒者，就讀於全
菲各華校之大，中，小學，其英，漢文成績及格，品德良好
者，均可申請，但需本人或由其家長陪同下，持成績單及新
學期註冊單到會登記。申請大學助學之清寒學生，每學期至
少應修讀十六學分或以上，方可申請。

獎學金分發日期另行通知。
助學金之分發訂於八月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在本會禮堂頒發，受補助學生必須持新學期註冊單及影印本
親自領取，逾時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