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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蘋果的時候
 田喜

                  猶如一個
                  盛大的節日
                   各家各戶趕車的、
                  拉車的
                  挑擔的、背筐的，
                  陸陸續續
                  向大山、
                  向果園進發

                  人們臉上掛著
                  毫不掩飾的喜氣
                  互相致意，問好
                  半山坡
                  碩大的蘋果園
                  很快就熱鬧了起來

                  女人們像是
                  見到久別的親人
                  手摘著蘋果，
                  嘴卻像群鳥兒一樣
                  嘰嘰喳喳，聊張家、
                  李家及村子裡
                  最近發生的一樁樁
                  喜慶事兒

                  不時引出笑聲
                  滿山谷迴盪
                  男人們
                  見摘差不多了，
                  就開始用扁擔
                  一趟趟地往山下挑

                  女人也不含糊，
                  用肩一筐筐的
                  往山下扛
                  喜慶的日子，
                  是汗水浸泡的
                  帶著
                  蘋果的紅暈，芳香

雨中荷
王調忍

今年夏天，南國的天，其實並不熱。

每天一場小雨，三天一場大雨，幾乎成了常

態。因此，看荷花的行程一直被擱淺。一

天，友人說：雨中看荷也很美。一句話撩動

了我的心弦。心動不如行動。

第二天，便前往離我不遠不近的豐渚

園，聽說，那裡的荷花早就開了。迫不及待

地趕到荷花池時，已是中午時分。又因下著

雨，人煙稀少。這份難得的安靜，與我不謀

而合。撐著傘，也沒能抵擋那一池的驚艷。

都說荷花是有靈性的，荷花也是佛教

裡標誌性的花朵。在寺廟的佛像旁，玄關處

總能看到她的身影。因此，心中對荷花不光

有讚歎，還多了一份莫名的敬畏。

我繞著荷花池邊走邊看。花並不多，

大片大片的荷葉，被雨水沖刷的乾淨碧翠。

只此一眼，心裡就充滿了生機勃勃。雨一直

下，想停在荷葉上。可是，剛挨著邊兒，卻

站不穩，滑一跤，又跌到了水池裡。雨，不

甘心，依舊不依不饒。荷葉，卻不驚不擾。

只留荷心處的一滴水，像一顆剔透的水晶。

悠閒地望著，不斷衝過來的雨水。好像在

說：嗨！你這個笨蛋，來我這個位置，你就

不會掉下去了。

一陣風刮過，掀翻了荷葉，傲慢的水

晶不見了。最佳位置，被一滴永不言棄的雨

取而代之。看得我心虛不已，原來，沒有什

麼是無可替代的。我們只有像荷葉一樣，無

論面對怎樣的風雨。始終保持一顆謙卑淡然

的心，才能從容不迫。

遠遠看到前面，有兩三個人在拍照。

想必那裡的花兒定是別樣紅。走近一看，果

然，三枝荷花錯落有致地立在水面上。像三

位別具風情的女子。一枝，小荷才露尖尖

角，緊致的花骨朵，像少女的臉頰，稜角分

明。一枝，猶抱琵琶半遮面，像個嬌羞的女

子，在偷看如意情郎。一枝，是完全開放

的，像個大家閨秀，從容優雅。粉白相間的

花瓣，向四面展開，像是在歡迎八方來客。

中間端坐的蓮心，則像個高雅的謙謙

君子，在一群嫵媚百態中，絲毫不為之心

動。仿若在這世間看了些許悲涼，些許榮辱

後的超脫淡然。

這三隻荷花，姿態不同，但相同的是

那份藏不住的優雅。難怪會招人們喜愛。我

也喜歡，但不敢貿然與荷花拍照。怕驚擾了

這份難得的境遇。

就這樣，在雨中與荷花對視，總能生

出些不一樣的情愫。此時，此景。人入畫

中，心中的那份歡喜不言而喻。看久了，以

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枝荷。只不過，被歲月

遺忘在這人世間。

雨，還在無休止地下，像是故意要給

看荷的人營造氛圍。人們撐著傘在池邊流連

忘返。各色不一的大傘小傘，像是盛開在池

邊的荷花。人們在看荷，荷也在看人。一時

間，竟不知，誰，是誰的前世今生。如此，

這般歲月靜好。

原來，所有的浮世榮華，凡事紛雜。

在一池高潔素雅的雨荷面前，都會變得微不

足道。紅塵陌上，難免會有不如意。如能像

荷花⼀般，任憑風⼀，安于世事，從容待

之。人生，便會一路芬芳。

小滿裡的苦菜甜
王曉偉

葉片有齒如扇，正面綠背面泛白，一撮撮被紮成了一捆，擺

在菜架最上一層，看看標籤，定價不菲，一斤就要二十幾元。見我

駐足，超市裡的導購員便前來介紹說這是天香菜，是中藥亦是野生

菜，是小滿節氣前後所生長，有著解熱、消炎、明目等作用，鄉下

人喜歡叫它苦丁菜。

苦丁菜？這個名字似乎讓我想起了什麼，不由得拿上一捆放入

菜籃，直到結賬回到家中。妻子取出購來的蔬菜，看到了那捆苦丁

菜後不禁驚訝，超市裡居然有賣這菜的！她撥拉著菜葉說這是鄉下

老家田間地頭裡生長的苦菜，並拿起手機查了查日曆，更加確定地

讓我看，小滿前後正是苦菜生長的旺盛期，每到這個節氣，老人們

都會到田地裡挖苦菜吃。

小滿、老人、田地、苦菜一連串的詞語就像斷了線的珍珠，此

刻卻喚起了我的回憶，絲絲縷縷將其串聯。

記得在我剛剛記事的時候，父母因工作的緣故將我托付給外

婆照看，外婆家有個小腳老太太，她是外婆的婆婆，我應該稱一聲

外曾祖母。她生活節儉，卻很喜歡我，記憶中她一直是一身灰褐色

的衣裳，一雙較小的豆包鞋，走起路來一歪一扭的，就像滑稽的舞

步。

外婆平時很忙，下地幹活兒時就讓外曾祖母照看我，小滿前後

田地裡雜草叢生，外婆忙著給春玉米除草，她就帶著我到地頭挖苦

菜。一般到了這個節氣，地裡的莊稼還沒長成，去年的存糧也吃的

差不多了，苦菜反倒成了餐桌上的主菜，她一邊挖一邊給我講著她

的故事。

外曾祖母生長在舊社會，青黃不濟時苦菜就成為了救命的菜，

別看它其貌不揚，不知養活了多少人。

外曾祖母的故事我雖然聽不懂，但她做的苦菜卻很好吃。回到

家中，她將挖回的苦菜用熱水焯過，再用蒜泥和鹽巴調過，那味道

鹹淡適中，清涼可口，一餐下來我能就著吃上兩個窩頭。為了滿足

家裡人的食用需求，她下午便又帶著我去野地裡挖苦菜，為了挖的

更多，她就背上一個大竹簍，調皮的我想要坐在裡面，她回頭笑笑

便蹲下身子，直到晃悠著，我興奮地在裡面搖頭晃腦，險些讓她摔

上一跤。

外婆知道後很是生氣，說我小小年紀欺負老人家，我則躲在外

曾祖母的身後扮著鬼臉，她回頭安慰我說沒事，還說要給我做苦菜

糰子。

苦菜糰子要用到白面，將苦菜熱水焯過切成段摻和其中，搓

成團狀，再放在油熱的鏊子上滾動煎好，那味道可叫一個香。她將

煎好的苦菜團盡數放入一個小木盒中，並把它作為零食給我一個人

吃，外婆見了打趣著說她就知道偏愛我，平時持家節儉，糧油和米

面都是計劃著食用，到了我這兒就放開了，她聽後卻笑著問我好吃

不？我則開心地點著頭。

時光荏苒，歲月流逝，不知何時外曾祖母就消失在了我的記憶

中。早些年聽母親說過，外曾祖母年歲大了，身體又不好，後因病

而故，大人們怕我得知後傷心害怕，便沒有告訴我，直到我再長大

一些的時候，才聽說了這件事情，但也隨著時間的飛逝，沖淡了所

有的記憶。此刻，看著買回的苦菜，讓我重拾起那些深埋在心底的

久遠記憶。

現在的生活好了，超市裡什麼都有賣的，妻子說苦菜現在可

是養生菜，涼拌最好吃。我則不由得回復說還有油煎苦菜糰子，她

則瞪大眼睛難以置信地看著我，說見我不作聲，原來還知道苦菜

糰子？我看著她手中的苦菜，腦海裡再次浮現出那個小滿節氣裡挖

苦菜的小腳老太太，雖然看不清她的樣子，但我知道她手裡的苦菜

都是甜的，不由得淚光湧動，連連點頭，好想再嘗嘗她做的苦菜糰

子。

商總邀請新任央行總裁
Felipe Medalla主持線上講座

向華社講解政府金融和貨幣政策
菲華商聯總會訊 :  本會新聞委員會于8月5日（星期

五）下午3點，邀請新任菲律賓中央銀行（BSP）總裁Felipe 
Medal la為商總對華社開放視頻講座主講人。是日 Felipe 
Medalla總裁向大家講解馬科斯新政府的金融和貨幣等政策。

Felipe Medalla總裁是一位資深經濟學家，他同時也在中
央金融管理局擔任要職。他曾經在前總統依斯沓拉的政府
中，擔任社會-經濟策劃部部長和國家經濟發展署署長等職
務，同時也曾出掌反洗錢機構，工作經驗豐富。

大會由本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主持，董事兼新聞委員會
主任李天榮擔任司儀。首先由林育慶理事長致歡迎詞。林育
慶理事長對央行總裁Felipe Medalla剛上任，事務極度繁忙，卻
爭取在百忙中撥冗前來主講，致以萬二分謝意，同時對Felipe 
Medalla總裁表示熱烈歡迎。

林育慶理事長向Felipe Medalla總裁簡單介紹了商總的組
織和所從事的各項經貿和社會工作。林理事長並向Medalla總
裁重申他近日在Pandesal論壇向記者所說，商總希望本國今年
的經濟增長，能夠達到7%到9%。他說，這項被看好且切合實
際的預測的增長率與亞洲開發銀行（ADB）、渣打集團暨其
他機構的修訂後預測基本上一樣。

林育慶理事長說，本國甫完成一場有序選舉，目前已經
有了一個新的執政當局，執政者現把焦點集中在經濟復甦、
糧食安全、改革，以及委任主要是傑出的技術領導者，諸如
財政部長Ben Diokno、央行總裁Felipe Medalla等等最佳經濟團
隊人選方面，因此我們相信，菲律賓經濟必定會向前邁進。
林理事長同時向Medalla總裁表示，本會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福
利項目，以促進本國同胞的福祉，及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向他們伸出援手。

林理事長說，疫情期間，我們偕同菲華社會，特別是由
本會、菲華各界和中國商會等11個華社團體共同組成的華社
救災基金，提供了大量的救濟援助，幫助我們在呂宋、未獅
耶和棉蘭佬各地的前線醫護人員、醫院和描籠涯。他說，本
會同時聯合了華社抗疫委員會，通過與政府和IP Biotech簽署
一項三方協議，向中國科興企業採購了50萬劑新冠疫苗，在
全國各地為民眾施打。此外，我們也通過賑災工作，向各種
天然災害的受災民眾提供援助。

林理事長說，全球經濟復甦正在疫情持續蔓延、地緣政
治緊張，以及全球金融狀況收緊之間徘徊，致使全球經濟環
境不穩定。他說，隨著美國提升利率，披索亦告貶值。我們
現在面對的另一項挑戰，是本國通脹率的上升，所以我們希
望知道央行將會採取什麼措施，來應對以上問題。

林理事長說，我們相信，在Medalla總裁的精明能幹主導
下，菲律賓的銀行體系定能維持穩定和彈性，足以確保經濟
的包容性增長。他說，商總重申支持央行和政府通過投資、
創造就業和增進生產力，來維持增長動力。

繼由本會副理事長施東方博士介紹央行總裁 Fel ipe 
Medalla，然後恭請 Felipe Medalla總裁發表講話。

央行總裁 Felipe Medalla首先感謝本會是日邀請他出席
這場講座，讓他有機會向大家分享她的一些經驗，和闡述他
所將實施的政策。他說，菲律賓經濟正面對著全球環境的挑
戰。

Felipe Medalla總裁說，疫情把我們帶入一個未知領域，
惟我們現在已看到了強勁復甦的跡象。他說，菲律賓經濟復

甦來得比預期還要快。隨著本國通脹壓力上升，國內經濟復
甦面臨著風險，為此，央行採取相應措施進行應對，于5月
19日和6月23日各自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又於7月14日
上調75個基點。隨著國家稅收的持續改善，國家政府在6月12
日之前，全部付清了從央行獲得的剩餘3000億披索的過橋融
資。

Medalla總裁說，央行預測，今後三年的通脹率分別是
2022年5.0%、2023年4.2%、2024年3.3%。他說，央行已準備
就緒採用一切必要的政策行動，以抑制通脹，並促使物價穩
定。此外，他們亦將促進一個有利于金融機構在他們監控之
下的環境。央行同時也倡議增進數字平台的角色，以使能夠
實現更高的效率和金融普惠，並維持和增強支付系統的安全
性。

接著由本會董事兼新聞主任李天榮主持公開探討，本會
諸領導及華社各團體領導和代表也分別就其他各項相關問題
向Felipe Medalla總裁提問，後者一一解答。然後Felipe Medalla
總裁與大家就一系列相關課題，進行親切交流和深入探討。

最後由本會副理事長林榮輝致謝詞，然後司儀宣佈講座
會結束。

葉強先生送愛
慨捐晨光中學助學金

晨光中學訊：自今年2020年3月中旨新冠疫情警戒升級，
學子們停止到校，居家遠端學習，隨著疫情趨緩及七月十九
日的開學日到來將返校上課。慈善人士葉強先生為表達對本
校學子關懷及鼓勵之意，慷慨捐贈十萬元助學金，並請中文
部周台鶯主任代轉交本校。

葉強先生關心本國華文教育發展，並時常鼓勵學生要把
握機會認真學習，勇敢向前擺脫環境限制，相信只要努力，
用功向上，將來必有美好前景可期。葉強先生亦期望所有受
助的孩子都能快樂成長、學有所成，飲水思源、感恩惜福，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將來也有能力回饋、幫助需要幫
助的學子們。

葉先生的義舉令人敬佩，今特藉報端，本校全體同仁向
林南宏老師的仁義之舉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謝忱。

西河堂理事會召會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因疫情影響，為使本會會

務正常運作，經研議决定於二零二二年08月14日(星期日)上
午十時凖時，將通過視頻Zoom召開第85屇第二十次理事會會
議，會議賬號(ID)和密碼將提前發給本會諮詢委員、名譽理事
長暨全體理事，届時敬請各位宗長準時撥冗參加，以收集思
廣益之效。

洪門秉公社籌備五祖誕辰紀念
菲律賓洪門秉公社訊：國曆八月二十二日，農曆吉月廿

五日（星期一），為本門五祖誔辰千秋紀念日，本社循例舉
行慶祝，是日清晨，於本社五祖廳壇前設壇升斗，供諸昆仲
拈香頂禮，上午八時開始到十一時三十分結束，俻有點心，
由于疫情尚不穩定，為了昆仲們的健康考慮，不准俻別的節
目，相信昆仲們能諒解！

  道總九八凌霄寶殿慶祝
  瑤池金母北極大帝聖誕

菲律濱中國道教總會、九八凌霄寶殿董事會、婦女組護
道大居士會訊: 歲次壬寅年七月十八日，即公元二0二二年八

月十五日（星期一），欣逢瑤池金母洎北極大帝聖誕佳期，
本會殿因感聖靈顯赫，澤被蒼生，恩惠四海，庇佑萬民，有
求必應，擇訂於是日隆重慶祝: 由清晨七時一刻開始鳴鐘鼓，
演奏三通鐘鼓樂，九時半恭誦道教真經讚，為十方善信祈求
消災植福，事業發達，合家平安，萬事吉祥，十一時一刻獻
花果酒禮，然後分批拜壽，中午並備壽麵線招待各方善信，
屆時盼望諸位善信道友提早蒞殿奉香頂禮，以示虔誠，藉表
尊崇，共申慶祝，同沐神恩。

南安同鄉總會召會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八月十六

日（星期二）下午七時準時在本會二樓議事廳召開第十六屆
第十一次理事會議，討論重要會務開展，敬請常務顧問、永
遠榮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列席指導，盼希全體理事都能依
往一直保持準時出席，共商策劃，以利會務之進展，並請各
分會在岷市的理事屆時列席參加。

隴西總會鼓勵本族族青 
參加宗聯優秀青年表揚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為
鼓勵各宗親會青年勤奮向學，積極進取，成為未來社會的棟
樑之才，函請本總會推薦本族傑出族生報名參加接受表揚。
凡本會族青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於二0二一年至二0二二學
年度在菲律濱各大學府畢業，榮獲 SUMMA CUM LAUDE，
MAGNA CUM LAUDE 及CUM LAUDE 最高榮譽或二0二一年
至二0二二參加菲政府會考獲得第一至第十名者，會講流利華
語或中國方言，無品行不良記錄者，均可報名參加。

本總會呼籲本族青年凡符合上述條件者，請攜帶獲榮譽
證書。繳交一張正面半身照片（護照用大小1.5X2），敬請
到本總會領取推薦表格填寫，再由本總會印章與理事長或副
理事長簽蓋推薦，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9月24
日。本總會地址：1039 BENAVIDEZ ST．5th FLOOR 或電話：
2448192、FAX：2448154查詢。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訂期聚餐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總會訂於二○二二年八月

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假本總會議事廳做普渡，事後假
岷市王彬街大連海鮮大酒家聚餐。

屆時務希永遠指導員、永遠榮譽會長、永遠名譽會長、
常務顧問、名譽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先生、夫人）踴躍出
席參加是荷。

宗聯佘明汀名譽主席
惠捐宗聯教育基金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訊：本會佘明汀名譽主席，熱
心公益慈善，對宗聯活動鼎立支持，日前特惠捐菲幣貳拾萬
元，做本會教育基金用途。從仁風義舉，特籍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洪門秉公社週四召理事會議
菲律賓洪門秉公社訊：本社第九十一連九十二屆第八次

理事會議謹定於二0二二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准八時
假座視頻會議室舉行，由于目前疫情不甚穩定，理事會担心
諸昆仲的健康問題，選擇了雲端開會，敬希全體理事撥冗準
時出席，討論重要事宜，望多多支持，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謝謝諸位理事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