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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風車
 王國良

                  成群的銀蝴蝶
                  在杜爾伯特草原
                  展開
                  鋼鐵的翅膀
                  從古戰場
                  仰望
                  不到的高度
                  收割
                  雲霓，
                  攪拌陽光
                  輸入
                  大地的脈動
 
                  穿越成吉思汗
                  遠去的煙塵
                  以飛翔的姿態帶上
                  牛羊和敖包

                  在花海漫步
                  把化繭
                  成蝶的故事
                  搬上
                  藍天的寬銀幕
                  放給我看
 
                  翠綠的風，
                  一塵不染
                  騎上
                  光電的呼麥
                  奔向
                  喇嘛寺 
                  蒙古包
                  和拔節的炊煙，
                  與牛糞火一起
                  烤熟
                  大野的星星
                  照亮
                  歲月的蹄音

詠秋
張禮柏

我在故鄉的原野，漫步在鄉間小道，

放眼遠眺，棉花如雪，高粱似火，玉米晶

黃，大豆飽滿，稻穗沉甸，鮮果溢香……

瞧，這五穀豐登、一派豐收在望的景象。你

若沉醉此景，深秋，難道不是你喜歡的模

樣？

深秋，是一紙斑斕的色彩，不僅有秋

楓火紅、落葉的靜美，還有碧水藍天，南飛

的鴻雁，不由想起王勃的詩句：「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這讓整個季節成了詩的海洋。邁步在

秋天的原野，聽小溪涓涓歡唱，隨思緒在秋

風裡飛舞飄揚……

秋 ， 是 收 穫 的 季 節 ， 正 是 橙 黃 橘 綠

時；秋，是多彩的畫，赤橙黃綠青藍紫；

秋，是一壺醇厚的老酒，沉澱著歲月的幽

香。這滿眼的金秋，收穫的歡喜，用勤勞的

筆，書寫豐收的華章。

在不同的視角中，秋景給人帶來不同

心境，有人喜秋，楓紅菊香，萬物成熟，所

以秋天是給農民帶來收穫希望季節。有人悲

秋，落葉紛紛、秋風蕭瑟、秋雨淅瀝。落葉

難棄不捨，落地成灰，幾許感傷！

深秋，我喜歡將一份思念，在秋日裡

添加一份柔情，與火紅楓葉慢慢靠近，在一

行行飽含激情的文字裡，江山顯得如此秀

麗，欣賞時，就像置身于花海世界，迷醉芳

香。若有一天，你已忘記愛的顏色，那一簇

秋楓，就是一首火紅的情歌，如此，又何須

期待太多的美麗？如若人生，還會有那一道

成熟的秋色，我情願將禪意的時光，與清風

相伴。用一筆一畫、一字一句雋秀的文字，

一點一滴的歡喜，疊加一個愛戀主題，銘記

心上。秋像一位丰韻、成熟、穩重的淑女，

不矯情，不放縱，內斂含蓄，落落大方，韻

味十足；秋像一位風姿卓然的美婦，有著迷

人的魅力。

秋 雨 是 氣 溫 調 解 劑 ， 一 場 秋 雨 一 陣

涼。秋雨明澈，灑脫自然，讓人清醒，讓人

冷靜。秋霜，乃是初冬前鋒，它向人們昭

示，四季有輪迴。但人生之秋，只是單行

趟，故要珍惜四季之秋，同樣也要厚待人生

歲月之秋。「忽有故人心上過，回首山河已

是秋」，季節的轉換從來都是悄無聲息的。

在歲月裡行走，在季節變遷中打撈著過往，

一滴秋雨在不經意間寒了蟬鳴，萬物瞬間便

有了秋的模樣。

秋，經過春日繁華、夏日艷麗，身後

面臨著冬日的冷酷，所以深秋沒有碧美戎

裝，也沒有寒冬冰雪的外套，卻持有一種沉

穩姿態，有一顆像楓葉紅火、甘願付出之

心，給大地帶來豐收。人生暮年之際，如

秋，經歷了芳華歲月，豁然回首，少年天真

浪漫，青春萌動激情，壯年雄心不已，暮年

回歸淡然平靜，這與四季輪迴之秋相似，有

一種超然的和諧共鳴。

秋天是美麗的，更是充實的，它絢麗

多彩不失淡雅；秋天是浪漫的，更是自信，

它熱情奔放不失沉穩。我們喜悅秋，並不是

因為我們對秋有更多的期待，而是因為，我

們對秋有了更多的領悟，秋是如此，我們更

是如此。

那些曾經的遙不可及的仰望，如今已

變得務實平常，無論春夏多麼迷人，到了秋

天，都會平靜下來，腳踏實地地走向那個更

加輝煌的屬於自己的風華絕倫。

喜秋還是悲秋，取決于人生的處境，

取決于生活的姿態，你若癡迷于春夏之美，

秋似遜色。若轉身回望寒冬，秋仍像旭日的

陽光。

用一份淡然的心情去看待秋，在金秋

的年華相遇，便是生命中最精彩的寫意！

漫遊魯迅公園
曹春梅

每次來青島，首當其衝得是去魯迅公園看望先生，以此表達

自己對先生的景仰和懷念。

今年國慶假期抵達青島，寒流猝不及防的來襲，溫度斷崖式

的驟降，呼嘯的狂風吹打窗欞，街上空蕩蕩，幾無一人，我和大

部分人一樣被凍在屋裡，沒能第一時間去看先生。

第二天，起了個大早，暑熱褪盡，穿上秋裝直奔魯迅公園。

魯迅公園位于萊陽路，西鄰小青島，東接第一海水浴場，是

一處兼有自然美和園林美的風景區。

迎著晨曦萬丈光芒，沿著正門的石徑而下，迎面在圓形的花

壇之中矗立著魯迅先生的雕像。石徑兩旁青松成排，鬱鬱蔥蔥，

青翠欲滴。魯迅背靠大海，松林下面是一片片紅色的礁石，礁石

一直延伸到藍色浩瀚的海水中，海浪拍打撞擊著礁石，叮咚作

響，泛起層層漣漪，激起白色浪花，翻捲著怒吼著咆哮。

我站立在雕塑前深深的給先生鞠了一躬，彷彿和魯迅劈面相

逢，我目不轉睛的凝視著先生，魯迅一臉的剛直、坦然、慈悲。

他在吶喊嗎？雕塑的嘴看似大但緊閉著，他在眺望嗎？怎麼看眼

睛好像微閉又似微睜著？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先生的精神寫

照。毛主席對魯迅先生充滿著敬意，稱頌：魯迅在中國的價值，

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他還說：「魯迅的骨頭很

硬，半殖民地的國家有像魯迅這樣硬的骨頭是很可貴的。」

沿著海邊有一條觀光步行道，踩著麵包石鋪成的小路，穿梭

在綠樹成蔭，曲徑通幽處。累了，靠乳白色小亭子坐一坐，聽濤

聲依舊，觀滄海桑田。

再往前走，步行道旁有魯迅詩廊，詩廊是一道長75米，高3米

的民族建築形式的牆壁。鑲嵌著棕紅色花崗岩石，上面刻有魯迅

先生手書詩歌45首，詩廊中央有魯迅先生銅質浮雕頭像，整個詩廊

莊重典雅，氣勢恢弘，是一處非常值得細細品味的人文景觀。

途徑奧帆博物館，海底世界，步道的盡頭是八大關第一海水

浴場，一座座歐式建築掩映在綠樹之中，紅色屋頂格外醒目。我

站在實木棧道觀景台瞭望很久，滿腦子都是魯迅。

不知怎的，我又轉身按原路返回，朝魯迅雕塑走去。心想

凡是上過學的人，有多少人沒吃過魯迅先生的苦頭，「一怕文言

文，二怕周樹人。」而我是喜歡魯迅的，喜歡他的文字，至今還

能流利的背誦下來：「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

地上的路，其實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我躺

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我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閏

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

水生嗎。」途徑涼亭，我佇立在岸邊，兩手扶著大理石欄杆，憑

欄處，禁不住想起魯迅在雜文集《熱風》中寫到：曙光在頭上，

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要堅持信念，勇于犧

牲，為了理想和光明而奮鬥，就是有希望的民族，不然「只看見

物質的閃光」，就沒有希望。看來先生總歸還是希望人民成為

「有主義的人民」。

再次回到先生雕塑前，沉默、凝視，良久良久，轉到先生身

後，默念石碑刻文：「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

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在魯迅逝世

五十週年之際，全市青年自願捐款塑建了這尊雕像，以表達對魯

迅的緬懷和崇敬之情，弘揚魯迅精神！」

留章偉
逝世於十一月十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廈（SUPERIOR CHAPEL)靈堂
擇訂於十一月十九日出殯

王吳秀線
（石獅永寧下宅（霞澤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    

訃  告
蔡維挺

（蓮塘前埔）
逝世於十一月十二日
現停柩於故鄉蓮塘前埔祖宅
擇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出殯

蔡連雪
（晉江市龍湖鎮龍玉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林榮萱
（晉江柳山）

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拉古阪市橋藝殯儀館
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正出殯 

許朱碧連
（晉江可慕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IR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
奉骸安位於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

王朝陽捐
福建青年聯合會福利金

菲律濱福建青年聯合會訊：本會外交副
主任王朝陽令祖父，王申智老先生，不幸於
二0二二年十一月六日晚九時10分（歲次壬寅
农历十月十三日亥時）於家鄉晉江市永和鎮
王溪村前鄉德乙份，壽终正寝，享壽積潤壹
佰零三高齡（103岁）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
榮。

王外交副主任朝陽先生平素一向熱心
社會公益事业，樂善好施，雖守制期間，仍
不忘公益善举，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三萬
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申謝忱。

陳建煌丁母憂
菲律濱永寧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會

副監事長建煌鄉賢令慈王衙吳秀線太夫人，
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五時二十八分，
壽終于馬尼拉崇基醫院，享壽八十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
二）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安葬于聖十字紀
念墓園之原。

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

許文匯昆玉丁母憂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諮詢委員許文匯鄉賢暨賢昆玉令萱堂，
許府蔡連雪太夫人（原籍晉江巿龍湖鎮龍
玉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凌晨四時五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一室
（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擇
訂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
三十分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許文貴丁母憂
菲律濱福建青年聯合會訊：本會海外事

務副主任文貴先生令慈許府蔡太夫人諡連雪
（晉江市龍湖鎮龍玉村）不幸於2022年11月
15日凌晨4點55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八十
高齡。寶婺沉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1- LILY OF THE VALLEY靈堂。擇訂11月23
日（星期三）上午11點30分出殯安葬於恆安
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

許文貴丁母憂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訊：本總商會保管副

主任文貴先生令慈許府蔡太夫人諡連雪（晉
江市龍湖鎮龍玉村）不幸於二 O 二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凌晨四時五十五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閏八十高齡。寶婺沉光，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1- LILY OF THE VALLEY
靈堂。擇訂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
十一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

許有為喪偶
和記訊：僑商許有為先生尊夫人，許府

朱夫人諡碧連（原籍晉江可慕鄉）不幸於二
○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十一時三十分壽終
於崇仁醫院，享壽六十八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靈體已火化，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IR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擇訂於十一月
廿一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奉骸安位於聖
國天人樂聖堂。

林榮萱逝世
菲華聯誼會蜂雅絲蘭省分會訊：本分

會名譽副理事長林永鑫先生、副理事長林永
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萱老先生（亦是本分會
理事），不幸於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
分逝世於本市那刹利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本市僑
藝殯儀館。

本分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
順變。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
十一時正出殯，將安葬於本市新華僑義山墓
園之原。

本分會將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屆時凡本分會
昆仲務希前往參加獻花出殯執紼，以盡會誼
為荷。

拉古扳市華僑音樂社訊：本分會理事
林永鑫先生、理事林永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
萱老先生（亦是本社副監事長），不幸於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分逝世於本市那
刹利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本市僑藝殯儀館。本分
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變。擇訂
於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正出
殯，將安葬於本市新華僑義山墓園之原。

本分會將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屆時凡本分會
昆仲務希前往參加獻花出殯執紼，以盡會誼
為荷。

本社將在十一月廿日（星期日）晚上
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儀式，屆時凡本社會
員務希前往參加獻花出殯執紼，以盡社誼為
荷。

侯漢明捐南安同鄉總會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會侯常務理

事漢明鄉賢令德配侯府曾佩玉夫人，慟於二
○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
享壽七十有二高齡，慈竹風凋，惋惜軫悼，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侯漢明鄉賢平素熱心公益，樂善好施，
守制期間，尤對本會愛護有加，特捐獻菲幣
拾萬元予本會充作文教基金，似此關心鄉會
之義舉，令人敬佩同欽，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許文匯文貴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許文匯、文貴、

麗錦、美金賢昆玉令慈，亦即故僑商許澤漢
令德配——許府蔡太夫人諡連雪（晉江市龍
湖鎮龍玉村）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十五
日凌晨四時五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
高齡。寶婺沉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擇訂十一月
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出殯
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

王建煌、建民丁母憂
旅菲霞澤（下宅）同鄉會訊：本會故

前理事長王利團鄉彥令德配，本會榮譽理事
長王吳秀線太夫人，亦即本會王監事長建

煌、王副監事長建民令先慈，於二○二二年
十一月十四日五時二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八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
堂。擇訂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八
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王利團遺孀逝世
和記訊：僑商王利團令德配，王衙吳

太夫人諡秀線（原籍石獅永寧下宅（霞澤）
鄉）亦即僑商王建煌、建民、萍萍賢昆玉令
先慈，於二○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五時
二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高齡。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
堂。擇訂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上午八
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菲律賓中國商會蜂雅絲蘭省分會訊：
本分會名譽副理事長林永鑫先生、常務理事
林永凱賢昆仲令先嚴林榮萱老先生，不幸於
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分逝世於本市那
刹利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本市僑藝殯儀館。本分
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節哀順變。擇訂
於十一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時正出
殯，將安葬於本市新華僑義山墓園之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