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gust  08   2022  Monday  Page11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 商報
海韻文藝副刊

二○二二年八月八日（星期一）

投稿郵箱:

 蓮花
陳茂金

                  身陷泥潭
                  依然執著地
                  將淡雅
                  浮出水面
                  陽光下
                  恬靜
                  風雨中
                  釋然

                  臉帶笑靨
                  無聲地
                  驚艷了
                  一整個
                  如火如荼的夏天
                  荷塘中鮮妍
                  瑤池裡
                  夢幻

                  心許素願
                  絲毫
                  不害怕
                  被世俗的塵埃
                  所沾染
                  幽香
                  滿曲岸
                  魂魄
                  渺雲煙

                  與佛
                  結緣
                  用最質樸的雙眼
                  打量著
                  繁雜的煙火
                  人間
                  頷首間
                  聖潔
                  靜默中
                  莊嚴

地鐵上的一擔菜
王阿麗

那 天 傍 晚 ， 我 從 旅 遊 景 點 乘 地 鐵 回

家，地鐵站候車的人並不多。地鐵進站，門

緩緩打開，只見一擔菜橫亙在一位中年農婦

的座位前，其左隔座而坐的是一位年輕媽媽

和一個8歲左右的小女孩。年輕媽媽拍著空

座位招呼我坐下。

我向年輕媽媽道過謝後便坐到了她倆

中間。坐下後，我仔細端詳起這擔菜：一頭

的塑料筐裡裝著綠油油的空心菜和形態各異

的青椒，筐子提把上繫著一隻塑料袋，袋子

裡有幾件衣服，依稀還能看到一部手機；另

一頭塑料筐裡裝著一個小紙箱及一包食品。

兩個筐子上擱著一根木棍，木棍乾裂，有被

刀挫削過的痕跡，其上纏有膠帶，一看就是

經主人一番細心打磨的。

看著這一擔菜，我心生好奇，側臉與

農婦嘮起嗑來：「您是進城賣菜來了？」農

婦未開言卻是「咯咯咯」地笑了起來，黝黑

的臉上露出一口白牙：「不是呢，我是來城

裡看兒子的，兒子在城裡上班！」那聲音高

得怕是整個車廂都聽到了！看著農婦的馬尾

辮隨著她的笑聲左右甩擺，好似跳起了快樂

的舞蹈，我想，此時，對她來說，沒有一件

比來城裡看兒子更幸福的事兒了！

「呀！看兒子帶了這麼多菜啊！」車

廂中乘客們的目光在農婦與這擔菜之間來回

切換，「您兒子真幸福！」「當媽媽的就是

這樣啊，有好吃的都忘不了孩子，大夏天

的也不怕熱！」 ……整個車廂沸騰了！羨

慕、幸福、敬佩、母愛、福氣、快樂這些詞

語交織在一起，在我的腦海中逐一閃過。

「我還帶了炸魚乾！」農婦一邊說一

邊解開塑料袋，金黃色的魚乾散發著陣陣香

氣。「這些魚是我到溪水邊逮的，野生的，

你嘗一個唄。」她邊說邊捏出一條魚遞到我

跟前，「是呢！聞著就感覺好吃呢！謝謝

喲，給您的兒子留著呦！」我謝過了她的好

意。

「前方到站中華門站，請不要倚靠車

門，做好下車準備……」地鐵到站的播音聲

傳來，農婦急忙起身，理好裙裾，把木棍擔

在肩上，做好了下車準備。忽然，她扭頭問

道：「這是玄武門站嗎？」「不是的，還沒

到呢！」她趕緊擱下菜擔,抹了一下額頭：

「謝謝你們，我還以為到了。」

這時，我仔細地打量起她來，可以看

出來這趟進城她是好好地收拾了一番的，馬

尾辮梳得整整齊齊，一襲紫紅連衣裙領口綴

滿彩色珠子，和她那古銅色的皮膚相得益

彰；手指甲邊也有些許細小毛刺，好像剛剛

剪過，腳著一雙帶坡跟的棕色涼鞋，顯得整

潔利落。

她坐下來，又和我們嘮起了嗑：「今

年天熱，雨水少，我天天澆水，你看這青椒

還是一個個小人兒似的不長個。」于是，大

家又討論起了菜價，說起了種菜不易。我們

談論著這些，坐在旁邊的小女孩早已坐不住

了，圍著車廂裡的欄杆自個兒玩耍起來。過

了一會兒，女孩轉過頭甜甜地對農婦說：

「奶奶，下一站是玄武門。」 農婦親切地

摸了摸小女孩的頭：「謝謝你喲，小姑娘真

好！」

地鐵快要到玄武門站了，車廂裡與她

隔著幾個座位的一位婦女走到她身邊：「快

要到站了，您還不挑起擔子準備下車？」她

似乎比農婦還著急。地鐵靠站了，在人們的

目送下，農婦擔著菜消失在人流中。

地鐵又繼續前行，這擔菜，在這個夏

天的傍晚，悄然種植在我們心中。我想，多

年以後，我也不會忘記地鐵上的這一幕，這

位樸實的農婦、她那滿載濃濃母愛的一擔菜

以及車廂內熱情好心的乘客。細細品味，原

來我們生活的環境是如此的恬靜淡泊，值得

我們用心去保護和創造。

曼陀羅裡憶書趣
高小蘭

晨起，柔和的陽光、涼爽的微風、清晰的空氣，我舒展著筋

骨，用晨跑開啟美好的一天。

一簇簇喇叭型的白色花朵，紫色的花蕊，碩大的綠色葉子，在

陽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輝。與旁邊嬌艷的花不同，這株花，花朵、

葉子和根莖都較粗壯。在這株花旁邊插著標示牌：曼陀羅，有毒，

請勿觸摸。

「曼陀羅」三個字，一下子把我拉回中學時代讀書的時光。我

和好友梅用僅剩的一點生活費，從一家書店淘來一套書——金庸的

《神雕俠侶》，共三本。好友梅家附近有一處池塘，養著魚，種著

蓮花，池塘邊長滿蘆葦，附近有一座涼亭。那些日子，最火的電視

劇是《神雕俠侶》，但因為要上學，我們錯過了好些劇集。于是，

我們便抱著書，衝進這涼亭，興奮地翻開書本，開始細品起來。讀

到情人谷種滿了曼陀羅的情節，曼陀羅有劇毒，碰著它的人都會中

毒，我疑惑不解。初識曼陀羅，究竟是什麼的樣的花才配得上這麼

美麗浪漫的名字？讓人只可遠觀而不可觸碰焉！ 

正值盛夏，酷暑難耐，可池塘邊時有涼風送爽，石桌凳傳送著

陣陣涼意。掩映在蓮葉中的粉色荷花，搖曳生姿。蛙叫聲和著蟬鳴

聲，此起彼伏。再美的風景都不及這套書，我們沉浸在這傳奇跌宕

的情節中，隨著人物命運的變化或欣喜、或悲傷。我們熱衷于精彩

奇幻的武術，用筆記本記下武術的名稱和一招一式。這還不夠，我

們打開梅家的電視機，觀看電視劇，看到武術打鬥情節時，我們屏

息凝視，沉迷在武俠的世界中，並相約第二天下午在池塘邊的空地

上比試。

這天下午，驕陽似火，可阻擋不了我們在此「華山論劍」。蘆

葦桿是我們的「劍」，整齊地擺放在涼亭的石桌上。潔白的蘆葦花

如紛紛揚揚的雪花。我與好友分配好角色，開始在「冰天雪地」中

比試。舞蹈功底深厚的梅拿著「劍」在空中揮舞兩圈，身輕如燕，

騰空而起，悄然落地，雙臂呈側平舉的姿勢，豆大的汗珠從她臉頰

滾落下來，她渾然不覺。緊接著，她往左邊一竄，又旋轉一圈，身

姿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似游雲，似閃電，穩健又瀟灑，而我則陶

醉在她的「武術」中。杜甫在《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中寫到

的「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

海凝清光。」大概就是如此吧。

每週我們都省下一些生活費，在書店購書，換著看。如久旱逢

甘霖，我們在池塘邊讀了《論語》、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華

的《活著》……她喜歡「無邪」的《詩經》，我喜歡音樂文學——

宋詞。

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風格，如武俠的世界，在瑰麗的文學殿

堂「華山論劍」。這文字之美，觸動人心，如精靈般跳躍著、飛舞

著。文化洪流奔流不息，浩浩湯湯，激勵我們繼續前行。

曼陀羅裡憶書趣，我對文字的熱愛，從《神雕俠侶》、從這片

小池塘開始。自此，我的包裡總會裝一本書，閒暇時取出品讀，遨

遊于書香的世界。書籍成了我精神的慰藉，我養成了閱讀的習慣，

此後的歲月中，這個習慣一路相伴，陪著我走過輕狂的少年時代；

走過無悔的青春華年……世事風流雲散，心情寥落如斯，有書相伴

的時光是美麗的，用書籍來給生命一份寧靜的積澱，以便在高度物

化的當下守住我們的精神家園。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8月7日)播放精彩節目
中國駐菲使館舉行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5週年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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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播放
節目預告如下：

一. 在第二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舉

辦期間，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中國
新聞社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消費論壇」7月27
日在海口召開。

二．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禮訪描仁瑞拉市
政府和巴石市政府，受到了市長及多位政府
官員的熱情接待。

三. 7月29日晚，中國駐菲律賓使館在馬
尼拉香格里拉城堡酒店舉行招待會，熱烈慶
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5週年。

四. 7月31日，菲律賓龍舟協會主辦的首
屆中菲友誼龍舟賽在馬尼拉白沙灘舉辦。

五．7月26日上午，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
積極支持華教中心造血計劃 ，本學年度合計
贊助一百六十萬比索。

六．7月28日下午，陳祖昌、陳德雄慨捐
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華社尊師重道獎勵
金」各菲幣一百萬。

七．參加第卅三屆亞美尼亞國際生物奧
林匹克賽學生獲得銅獎凱旋回國後，于7月25
日上午禮訪商總答謝提供讚助。

八. 7月27日上午，菲華商聯總會向菲國

警岷警區美石警站警監等十名警官頒贈感謝
狀，答謝對方致力維護華社治安。

九.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禮訪馬尼拉市
政府總參謀長洪英鍾、前總參謀長 Fe l ix 
E s p i r i t u 、 馬 尼 拉 市 第 一 區 眾 議 員 E r n i x 
Dionisio。

十. 8月2日上午，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和
菲律賓中國商會舉行賑濟地震災區民眾救災
物資交接儀式。

十一.華社救災基金于7月25日上午，向 
Donate Philippines 和 Myrna Fernando 博士贈送
大米和藥物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十二．Ellis Co 是一位年輕菲律賓時裝設
計師，他剛剛于7月27日在 Whitespace Makati 
推出了自己的服裝品牌「Archives」的時裝
秀！他相信他的設計是永恆而持久的作品，
並且本身就是歷史記錄的集合！在製作被稱
為「未來回憶錄」的系列作品時，這位年輕
的設計師受到了50年代和60年代粗野主義建
築風格以及柏林和哥本哈根新粗野主義的影
響！

十三. 金富紡織(Gold Fortune Textile)于7
月27日在安蒂波洛山谷高爾夫俱樂部舉行慶
祝公司成立六週年，以及產品和服務項目發
佈會。金富紡織曾榮獲金球年度卓越商業獎
最值得信賴的紡織公司。它是菲律賓紡織行
業第一個引入使用移動應用程序進行購物的
公司。

十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挑戰給
全世界的人們都帶來了重大損失。根據由衛
生援助行動小組編寫題為《究竟什麼是給全
世界人民帶來災難的新冠肺炎病毒》一書，
在疫情爆發兩年後，疾病起源的關鍵謎團不
僅沒有解開，反而加深了。陳祖從醫學博士
簡要講述了這本書的內容，並分享了他對書
中關于病毒起源爭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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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聯鄉會/校友會召會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晉江市永和菲律賓校友

聯誼會訊：本兩會訂於二0二二年八月十日（星期三）下午
八時，假座岷市原舊華鄉加佬酒家（Fortune Mansion Seafoods 
Restaurant located at 1013 Maria Orosa Street, Ermita Manila）召
開兩會全體理監事聯合會議。討論有關重要事項，屆時，敬
請任職的所有鄉賢/校友參加會議，在座談中建言互動，溝
通共識，集思廣益，以利會務順利發展。

瀛洲同鄉會頒發獎教、
優秀生、入學補助通知

鑒於新冠疫情尚未完全控制，而是逐日增加的趨勢。
令人憂心，惟恐群聚感染風險，祈求人人平安健康，絕不
能勿視，因此經研議，本年度的中秋鄉僑聯歡活動決定不舉
行，而一年一度的獎教、獎優及族生入學補助以恢復常態，
並委託秘書處授理。承蒙鄉親們撥冗到鄉會辦公室領取，時
間自本月十日起工作日的早上九時至十一時半，截止於本月
底，逾期作為自動放棄處理。

廣東會館訂期秋祭
馬尼剌廣東會館訊：本會擇訂於二○二二年八月十二

日（星期五）即農曆七月十五日秋祭省墓之期，希各職員是
日在本會門前齊集，準七時乘特備車前往華僑義山本會公墓
拜祭先友，以慰先友在天之靈，以表追思。

鳳池鄉會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濱鳳池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八月九日

（星期二）下午七時正，在ZOOM視頻室召開本會第八十九
屆第三次理監事視頻會議。討論各項會務事宜，敬請全體職
員出席參加，共商會務，共策進行。

晉江五中晉興職校菲校友會
週四召會

晉江五中、晉興職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本會擇定
於2022年8月11日（星期四）下午7時，假座加佬富華麗酒樓
舉行第四屆第六次理監事联席月會。誠邀本會榮譽會長、名
譽會長、常務顧問、諮詢委員、全體理監事、婦女組、青年
組撥忙準時參加，並相互轉告，共商會務為荷。期待大家拨
冗踊跃出席，欢晤畅叙。謝謝！

【注】加佬富華麗酒樓Fortune Court Seafood Restaurant
地址：1013-1015 MARIA  OROSA  STREET ERIMITA  

METRO  MANILA

『旅菲臨濮堂為族親辦理
宗聯年度大學生優秀獎』

旅菲臨濮總堂訊：為鼓勵菲華青年學生勤奮好學、努

力向上，以期將來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由菲華各宗親會

聯合會統籌的「第二十二屆菲華青年大學畢業優秀生」頒

獎大會，訂二O二二年十月八日舉行，歡迎報名申請。為協

調菲華各宗親會聯合會的相關工作，凡吾臨濮族親即應屆

大學畢業優秀生，均可向秘書長施宏昶宗長申請或直接到

臨濮堂（Lin Pok Sy Foundation Bldg.  693 8th floor ., Asuncion 

St.  Manila ）找施伊偉幹事辦理相關手續。申請條件：必須

為本總堂族生，年齡三十五歲以下，能講流利華語，品學兼
優，於二O二一至二O二二年度在菲大學畢業，榮獲SUMMA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CUM LAUDE或参加
菲政府會考獲前十名者，均在受獎之列。應繳手續：榮譽証
書影印本一份，正面半身照片一張（2"X2"），照片背面應
寫明姓名及所屬宗親會。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九月十五
日截止。辦公時間上午九點至十二點。宏昶ENRILE SY手
機：0917-9999606.伊偉SIY EDWARD手機：0917-8410832 ，
8-2425097.

蔡文憑捐永中校友會福利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蔡文憑學長

令尊蔡奕成老伯父，慟于二○ 二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五
時，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九高齡。老成調謝,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蔡文憑學長孝思存篤，秉承令先尊慈悲為懷，樂善好
施的優良家風，守制期間，不忘熱心公益，獻捐菲幣四萬
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併申謝忱。

蔡文憑捐永中校董會福利
菲律濱永寧中學校董會訊：本會董事蔡文憑鄉賢令尊

蔡奕成老先生，慟于二○ 二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五時，壽
終正寢，享壽七十有九高齡。老成調謝,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蔡文憑鄉賢孝思存篤，秉承令先
尊慈悲為懷，樂善好施的優良家風，守制期間，不忘熱心公
益，獻捐菲幣兩萬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
嘉許，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併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