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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場秋雨後
思北

                     雨終于停了
                     未來及
                     滾落到
                     地坪的幾滴雨

                     掛在屋簷上
                     一晃一晃地
                     閃著

                     母親坐在
                     屋簷下
                     直直的看著
                     它們
                     耐心地
                     等待著

                     這場
                     秋天的雨
                     剛剛
                     到來的時候
                     母親就在等
                     夜幕
                     降臨到了
                     老屋的房頂
                     母親慢慢的
                     挪進屋內

                     顫顫巍巍地
                     釋放出
                     白熾燈的光亮
                     
                     屋內
                     空空蕩蕩
                     只有在
                     床頭櫃上
                     站著的一張
                     全家福
                     透出些許的暖

喜食菠菜
李培竹

        週末，妻子去娘家探望父母，回來時，

手中拎著一袋新鮮的蔬菜，倒出來，發現是

一堆紅根細莖的小葉菠菜，青幽幽的，甚是

養眼，這是取自岳父小菜園裡栽種的。妻子

說，紫菜、白菜、小青菜都罷園了，菜地裡

只有這些小菠菜。我回道，小菠菜好啊，晚

上下菠菜面吃。我對菠菜面情有獨中。

        記得四十多年前，我在湖北竹溪縣的一

個鄉鎮上中學，有個週六，我和兩個同學結

伴步行十幾里路，跑到縣城看了一場電影，

散場已是下午兩點多鐘。我們飢腸轆轆，那

時經濟條件都差，搜遍全身，只剩一角幾分

錢，不夠買吃的，正蔫頭耷腦地向前走，忽

然有人叫住我們，抬頭看，卻是我們的班主

任馬老師。馬老師家在縣城，師母是城關小

學教師。

        馬老師問明情況後，當即帶我們一起回

家。進門，就讓師母給我們做飯吃。師母去

廚房下了一大鍋蔥湯麵，妙的是在麵條裡撒

了一把小菠菜，還澆了一勺小麻油。我們簡

直就是狼吞虎嚥地吃完了一鍋麵。師母那餐

波菜面，讓我銘記于心，至今想起來還齒頰

生甘，我也因此喜愛上吃菠菜。

        進入四月，各種新鮮的蔬菜接踵入

市，人們選擇的菜品多了，作為最常見的蔬

菜——菠菜，卻時常偏居一隅，少有人購

買。有的人不習慣菠菜那種獨特的甜澀味，

不喜食用；有的人則嫌摘洗菠菜太麻煩，乾

脆棄之。

        菠菜，為中藥名，別名有菠稜菜、紅根

菜、角菜、甜菜等，具有解熱毒，通血脈，

利腸胃的藥效。我國各地普遍都有栽培，且

歷史悠久；北宋詩人蘇東坡曾作詩云:「北

方苦寒今未己，雪底菠稜如鐵甲。豈知吾蜀

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

        菠菜，因為栽培面積廣，是常見的普通

蔬菜，就像耕作的農夫一樣樸實，不引人注

目；但卻是餐桌上精美的菜品，爆炒甜脆，

焯水後涼拌，清新爽囗，配合豬肝熬湯，不

僅鮮香暖胃，還有補鐵、補血的功效。而具

科研人員介紹，多吃菠菜，還有保護視力、

美容養顏、緩解貧血、通腸導便功效，對那

些扶案工作，長期面對電腦、手機，又缺少

戶外活動的人員十分有益。

        青幽幽的菠菜，常吃善也。

喜歡夢想
黃其海

廠子新建在一片荒灘上，尚有一大塊

閒置的暫時還沒派上用場的裸地，從春到

冬，四季輪迴，齊膝深的蒿草是綠了又泛

黃，枯了再返青，花朵與綠葉，五彩紛呈鬱

鬱蔥蔥的，一派難得的田園風光。閒暇之

餘，就有手腳勤快的工友，辟了空地，玩兒

似地種上了一小畦可人的蔬菜。春天的景

色，自不用我饒舌了；夏天的時候，各種美

麗的飛禽，羽毛鮮豔的野雞野鴨們，另有一

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小鳥，輪番著光顧，她們

的盤旋、起落和「嘎嘎、呱呱」的啼喚聲，

著實叫人歡喜；還有各色的昆蟲，也在草棵

裡、花枝上，生鮮活潑地覓食與嬉戲，一刻

也不肯閑著，她們小小的身子，就那麼歡歡

地蹦來跳去，我甚至還發現了紅蜻蜓們嬌豔

的身影；昨天，于無意間，一處低窪的水坑

裡，竟然會有幾尾小魚兒，在清澈的水中自

由自在地游戈；令我們這些整天呆在廠房裡

與機械鋼鐵打交道的人，心中平添了許多意

外的喜悅。尤其是，傾聽那清晰悅耳的聲聲

蛙鳴，足令我的思緒，回到了夢魂縈繞的遠

方的故鄉。

這片質樸、秀美的青草園，是我敞開

心扉的相思之園，是我放飛激情的夢想之

園。

生活中，我特別羨慕天空中自由飛翔

的小鳥，羨慕她們那一身經風沐雨纖塵不染

的羽毛和清麗婉約的歌喉；于是，就喜歡

有一個飛翔之夢，她會讓置身在陰霾天氣

與逆境中的我，看到戶外明媚的陽光，看到

天邊繽紛的彩虹；並且時時刻刻在召喚著、

引領著我們去追逐一個又一個精彩的目標。

成功執導並攝製史詩般經典紀錄片《遷徙的

鳥》的法國人雅克貝漢是這樣讚美她們的：
「鳥兒對于遷徙是如此地執著，對于自由是
如此地渴望，它們從來就不會停止振翅的飛
翔。」「鳥兒從來不說什麼，它們只是堅持
去飛。」 他還說過：「在人類的夢想裡，
總有一個自由的夢想——像鳥一樣自由飛翔
的夢想。」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我們從小
到大、到老，漫長而短暫的幾十年間，誰能
沒有過自己美好難忘的、值得收藏的夢想
呢。

鳥 與 夢 想 同 飛 翔 ， 任 什 麼 也 沒 法 改
變，這是有關飛翔的夢想。

地球不僅僅屬於我們人類，而應屬於
所有賴以生存的生命。我們說的話、寫的文
字，還有我們那千奇百怪五花八門的慾念，
實在是太多了，如同我們幹過的所有蠢事，
曾經的殺戮、欺詐、放縱與墮落，難以估
算。接觸大自然，親近動物，感受到生命存
在是一個奇跡，感受到生物之間奇妙的感應
與聯繫。重新認知並且接納自然與動物，建
立人類與她們之間和諧友善的感情，這是有
關需要的夢想。

那窗前托腮凝思的少女，是一朵彩雲
悠悠的詩，是一幅蝴蝶翩翩的畫；那風中呼
嘯奔跑的少年，是一隻搏擊風浪的蒼鷹，
是一條壯闊遼遠的長河！這是有關青春的
夢想。……她還是我心儀已久的紅粉佳人，
「明天我將會飛翔，為了來到你身邊。」這
是有關愛情的夢想；我甚至想起了泰戈爾在
《新月集》裡寫過的詩句：「只要他肯把他
的船借給我，我就給它安裝一百隻槳，揚起
五個或六個或七個布帆來……我將在絕早的
晨光裡張帆航行。中午，當你正在池塘裡洗
澡的時候，我們將在一個陌生的國王的國土
上了。」這是有關遠行的夢想；茫茫雪野

上，一棵柔弱的小草，在寒冷與孤寂中，在
冷硬的泥土裡，她懷抱著一個堅定的信念取
暖，相信就在不遠的將來，她定會以兩片嫩
綠的新芽，問候春天，這是有關成長的夢
想！……

世界總是在為夢想者讓路。夢想賜予
我們一對會飛的翅膀。飛越山重水複，迎來
柳暗花明；夢想，就是人們內心深處最美麗
的希望。應該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夢想，每
個人都需要夢想。那孤獨的夜行者，因為懷
揣著一個夢想，如是堅持一份執著的信念，
期待在不遠的前方，會有一盞溫暖的燈光。

夢想，也是調節自我、放鬆自己的最
佳方式。倘若我們缺失了人生的夢想，生活
的路，便會失去方向，迷失目標，在殘酷的
現實面前，無疑更容易受到傷害，成為生活
中不折不扣的弱者。一個喜歡夢想的人，往
往更容易感受到生活中最完美、最浪漫、最
春暖花開的一面。也是竭力保護自己避免受
傷的最有力的屏障。有人會說，青春年少時
萌發的所謂理想，大都只是一種無怨無悔的
傻，太幼稚、不現實、不成熟；那麼夢想
呢，則是一個集浪漫、夢幻、婉約、足夠敞
亮的想像空間與足夠滋潤的親情人生于一身
的、能夠譜寫出如詩如繪的七彩華章與如歌
如泣的恢宏巨著的小小舞臺了。

夢想會給我們帶來意料不到的快樂，
最起碼會讓我們看到風雨人生的那一抹亮色
吧；喜歡夢想，我們平常瑣碎繁雜的日子，
將會充滿無限美好的憧憬；我們的明天，將
會充滿更加精彩瑰麗的風景！……

我還喜歡黎巴嫩文壇驕子、哲理詩人
和傑出畫家紀伯倫的一句話：「生命的確是

黑暗的，除非有了激勵；一切的激勵都是盲

目的，除非有了知識；一切的知識都是徒然

的，除非有了夢想……」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7月3日)播放精彩節目
習近平主席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大會暨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菲 律 濱 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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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7月3日）播放節
目預告如下：

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6月30日下午乘專列抵達香
港，出席將于7月1日舉行的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5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
就職典禮，並視察香港。

二。6月11日，即農曆5月13日，菲律濱
福建總商會舉行慶祝盟主關聖夫子聖誕千秋
暨頒發優秀生獎學金洎召開常月會議。

三．6月20日早上，國際獅子會301-A4區
應邀參加南警區升旗與頒獎典禮。

四. 6月12日早上，由菲律賓中國洪門進
步黨副監事長施純程、康樂主任施文桓捐獻
的愛心濟貧活動在馬尼拉百閣進行。

五. 6月4日，慈濟志工跋山涉水，關懷納
卯原住民種香蕉方案。

六．6月24日，中國駐菲使館和菲中瞭
解協會通過線上方式聯合舉辦第六屆「中菲

馬尼拉論壇」，主題為「回顧和展望中菲關
係」。七．6月26日上午，菲律賓僑中學院校
友會假Zoom雲端視訊舉行慶祝母校創建99週
年暨2022-2024年度理事會職員就職典禮。

八．6月25日，由中國政府資金支持的赤
口河泵站灌溉項目竣工儀式在菲卡林加省皮
努普克市隆重舉行。

九. 菲律賓中正學院校友總會于6月16日
晚上採用混合式召開第五十屆執行委員會第
十三次會議。

十. 為進一步緩解在菲同胞回國難問
題，推動中菲間人員往來逐步恢復，中國駐
菲律賓使館積極推動赴華航班復航。

十一. 計順市首都菲華商會于6月26日上
午，假計順市 Novotel Manila 酒店舉行慶祝成
立三十三週年暨第十五屆職員就職典禮洎第
二屆金龍之星頒獎典禮。

十二. 6月23日上午，菲律濱中正學院假
思源體育館隆重舉行第九任校長葉啟明授職

儀式。
十三．SOMAGO電商平台于6月19日下

午，假商總七樓大禮堂舉行發佈會暨啟動儀
式。

十四. Maharlikang Filipino頒獎典禮于6 月 
17 日在岡田馬尼拉酒店的大宴會廳舉行，
以表彰在娛樂、時尚、美容、商業和品牌建
設、社交媒體、組織、政治、教育等領域表
現出色的個人和團體。

十五．第二十四屆重慶國際汽車展覽會
開幕，來自全球汽車品牌的超1000款車型亮
相。本次車展將匯聚汽車領域的科技前沿，
還將全面呈現汽車消費的潮流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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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中正學院校友總會
即日起接受申請
紀念蔡天乙全菲

大專優秀校友獎勵金
菲律濱中正學院校友總會訊：為獎勵品學兼優校友，鼓

勵向學，將來學以致用，服務社會，貢獻國家，以期發揚中
正精神，蔡天乙基金會聯合本總會舉辦頒發『2022年度紀念
蔡天乙獎勵全菲大專優秀校友基金』獎勵金給予成績優良之
中正校友。

凡於三年内，參加全菲政府任何一項專業會考，成績
優異名列首十名内者，或在國内之大學或專科學院畢業成績
獲最高榮譽獎（Summa Cum Laude），最大榮譽獎（Magna 
Cum Laude），榮譽獎（Cum Laude）之中正校友，均可即日
開始到本總會申請。申請日期至2022年8月31日截止。

今年頒獎典禮將於十月在本總會歡迎校友回校聯歡大會
中舉行。日期另行通知。

『紀念蔡天乙獎勵全菲大專優秀校友基金』乃是本總會
經濟主任蔡培根為紀念其令先尊蔡天乙校友行善義舉、大愛
無邊的精神而捐設的。

蔡天乙學長生前是本總會多年來熱心的輔導委員及長期
捐款者，他愛護本會，奉獻愛心，關懷教育，時時關心母校
教職員福利和貧寒學生福利，在本總會設立了無數的福利基
金，時時增捐福利金，致力于公益事業，行善義舉一直受到
華社的廣泛好評。

申請者請事先與秘書處Ruby聯係，再將所需的文件和

資料準備齊全，煩交到母校本總會辦公室。本總會辦公室電
話：8253-0808，8253-0909。手機號碼: 0920-9722881。

西潯聯鄉會續發獎助學金
菲律濱晉江西潯聯鄉會訊：本會為宏揚中華文化，鼓

勵鄉僑子女勤奮好學，立志成才，將繼續發放二O二一至二
O二二學年度獎學金，及二O二二至二O二三學年度助學金，
凡就讀大岷區各大學，華校中、小學，中英文成績列第一、
二、三名者，可申請獎學金；中英文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
操行乙等以上者可申請助學金；凡符合上述條件者，請學
生本人攜帶獎狀、學生證、成績單正本及影印副本一份，
即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十點至
下午五點，到潯江大廈三樓辦公室(3F,Siemkang Building, 280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向Kelly 領取表格，登記報
名，聯絡電話:02-82429437 0917-6893404

逾期恕不受理，敬希注意！

西偏同鄉會召會
旅菲西偏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七月八日（星

期五）下午七時假座大連酒樓（LIDO DE PARIS）召開第
七十二連七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商討重要事項。
屆時恭請永遠榮譽理事長、永遠名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
名譽理事長列席指導，同時並希全體理監事撥冗踴躍出席會
議，共相對策，以利會務之進展。

華教中心洎中信慈善基金會
熱心助學嘉惠育仁中學學子
北黎刹育仁中學訊：由菲律濱中信慈善基金會與菲律

濱華教中心合作創設的“中信菲律濱華校學生助學金”，
2022-23學年度本校申請名單經已批准，二名學生各壹萬元，

合計貳萬元。
“中信慈善基金會”係由菲律濱中信地産公司和建築公

司董事長蔡建立先生、許嘉真女士賢伉儷捐資創立，其宗旨
係用於獎勵華校優秀華語教師，以及資助品學兼優的學生。
中信慈善基金會的英文名稱為CITIC SCHOLARCHIP FOR 
STUDENTS OF CHINESE-FILIPINO SCHOOLS。於2014年開始
每年捐款二百萬，設立“教師專業獎”和“優秀生助學金”
二大方案。

華社慈善單位又增加了一支生力軍，實乃造福華校，樂
育英才，熱心教育，是華校之幸。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其
善心義舉，令人敬仰。“菲律濱華教中心”和“中信慈善基
金會”熱心支持華教事業，意義非凡。本校特藉報端，予以
表彰，並敬致謝忱。

菲律濱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
新届就職喜捐宗聯福利金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訊：二零二二年六月廿六日（星

期日）中午菲律濱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假座菲律濱馬尼拉

華人區裕華海鮮酒樓舉行慶祝成立六十四週年暨第六十五連

六十六屆理監事會洎第三屆青年組職員就職典禮，陳著仁先

生榮膺新屆理事長。慶典當天場面隆重，熱鬧非凡。

本會領導們應邀出席，吳啟發主席代表本會在典禮上

致詞祝賀。菲律濱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為本會組織創會之

一，歷年來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的開展，此次欣逢就職喜

慶，特捐本會菲幣伍萬元，充作「雪中送炭獻愛心」活動金

用途。

本會對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秉持的一貫熱心支持，表

示萬分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此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藉此

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