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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黃
張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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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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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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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牛花的詩和遠方
李喜鳳

 同事送我的仙人球有兩年了吧？沒想

到裡面竟然藏著一個遲到的驚喜！

今年暑假，置于窗台上的仙人球花盆裡

冒出個嫩芽兒，探頭探腦，小心翼翼的窺視

著這個陌生的世界。兒子以為是雜草，伸手

想要拔掉，我連忙制止，「都是生命，來了

就是緣。」于是嫩芽兒逃過一劫，與仙人球

共處一室，互為芳鄰。嫩芽兒感恩似的，拼

了命生長，不久，竟趕上仙人球高了！

又過了幾天，突然發現嫩芽兒爬出花

盆，纖細的莖顫微微攀向旁邊的花瓶。難道

它也嚮往詩和遠方？不由驚歎不已，好奇它

到底能走多遠。我開始用心澆水，為它卑微

而宏偉的夢想助力加油，忙碌之餘有了小小

的期待。

有一次，它的細莖垂到窗台下面，彷彿

貪玩，走的匆忙失足跌倒。我心疼不已，嗔

怪一番，小心的扶它起來，纏繞在花瓶裡乾

枯的滿天星上。以後驚喜不斷，它的莖分叉

了，在窗台上纏纏繞繞，四處探索，一片片

心形的綠葉在陽光下閃閃亮亮。

一定是牽牛花了！此時，我才認出了它

的廬山真面目。

一個秋日的清晨，無意中發現，它竟然

在仙人球上綻放出一朵藍色的花。仙人球，

一定是它的一個小目標，歷經山高水長，終

于抵達，于是開懷大笑，笑成了一朵喇叭

花。枝蔓起伏于仙人球的尖刺之上，花朵的

小臉朝向窗外，那是太陽的方向，也是前進

的方向。

它是如此篤定，不怕疼痛，讓我想起美

人魚，那個為了愛情，忍著踩著刀尖的疼痛

為王子跳舞的小人魚，該是擁有多麼美麗和

堅定的靈魂呀！

仙人球與牽牛花你托舉著我，我點綴

著你，堅硬與柔美完美契合，共同詮釋營建

了深刻而震撼的力量，向生的力量——是花

就要綻放，傾盡全力的綻放，不顧一切的綻

放！

牽牛花沿著夢的方向繼續攀爬，不時含

苞開花，一朵又一朵，留下芳香的腳印。到

深秋時節，牽牛花竟然結子了，這株寄生在

仙人球花盆裡的小小牽牛花呀！因為簡單，

因為韌性，所以是草就長葉，是花就含苞，

有土就扎根，有水就生長，以輕盈之軀展示

了蓬勃之力。

宋代汪應辰在《牽牛花》中寫道：葉細

枝柔獨立難，誰能抬起傍闌干。一朝引上簷

楹去，不許時人眼下看。牽牛花雖是凡物，

卻有凌霄之志，看似柔弱，實則堅強向上。

世間的美好，本來就有不同的表達方式，至

柔者，未必不是至剛，卑微者，未必沒有詩

和遠方。

醉秋
范遙聞

作為一名癡愛自然的人，我喜歡春天的

百花盛開，喜歡夏季的荷香四溢，喜歡冬天

的白雪飄飛，更喜歡和沉醉于秋天的豐碩、

五彩斑斕與韻味悠長。

喜歡秋天，始于她的豐碩。看吧，秋天

一到，莊稼們便紛紛嚷嚷地次第上場。最先

登場的要數玉米了。威武霸氣的玉米一熟，

收割機在地裡跑幾個來回，飽滿的玉米籽就

被收回了家。于是乎，這兒一片那兒一片的

金豆豆便粉墨登場了。花生跟著熟了，綠豆

和芝麻也裂開了嘴巴。隨後，棉花白了，高

粱漲紅了臉，稻子笑彎了腰，然後是刨紅

薯……一陣子忙亂之後，老農們開心地笑

了。

莊稼剛上場，水果們也趕來湊熱鬧：橙

黃橘綠，蘋果和棗兒也相繼紅了，柿子則橙

紅一片，像一樹樹小燈籠，掛滿了枝頭，美

麗著鄉村的風景。

喜歡秋天，還源于她的色彩斑斕和多

姿多彩。斑斕，是秋天的王。隨著秋天的日

漸豐盈，河岸堤壩，房前屋後，或是道路兩

旁，銀杏和白楊也變了面目，換了顏色。她

們的葉子由青綠逐漸變黃，隨後又變成金

黃，透亮透亮的，像一樹樹金色的小扇子，

在風中不停搖曳著，嘩嘩做響，讓肅殺、靜

默的山鄉，平添了幾分顏色，充滿了青春的

活力。

秋天，最妖嬈的，在我看來，莫過于

菊花了。菊花，一向以素潔高雅著稱，我卻

不敢苟同。你瞧，秋天一到，菊花們就不失

時機地展現著自己的美。那紅的、黃的、白

的、粉的、藍的、紫的、綠的花盤，或大或

小，或高或低，顏色或深或淺，或艷麗或古

樸，嫵媚著人們的眼，勾攝著人們的魂。奼

紫嫣紅，姿態萬千，可以說是對菊花最準確

的詮釋。

霜降之後，層林盡染，萬山紅遍。青黛

的山地，像被使了魔法一般，一夜之間燃燒

了起來，彤紅一片。

我們這裡山上的紅葉，和北京香山的

紅葉一樣，也多是黃櫨的葉子。無論樹木高

低粗細，葉片或大或小，或長或圓，她們都

把平生最美的色彩全拿了出來，紅艷艷的，

嫵媚動人，惹人憐愛。五角楓、三角楓和槭

樹等也不甘示弱，像喝醉了酒似的，紛紛紅

了臉。樹兒們如比美一般，這兒一簇，那兒

一片；這邊一道山梁，那邊整個山坡……一

時間各種顏色的紅一齊上陣，你不讓我，我

不讓你，趕趟兒似的，只讓觀賞的文人墨客

們，看得眼花繚亂，繼而「沉醉不知歸路」

了。

「 停 車 坐 愛 楓 林 晚 ， 霜 葉 紅 于 二 月

花」、「青山綠水，白草紅葉黃花」……古

往今來，有多少達官貴人沉醉這一抹艷紅，

又有多少文人雅士為此留下了美麗的詩篇和

稀世的畫卷。

 偷閒覓紅葉，文友喜踏秋。因為愛慕

紅葉，所以才攜來三五志趣相投的好友，驅

車前往這片山區，觀賞紅葉，感受這秋天的

艷麗與美好。

徜徉于群山之間，追尋著那一抹抹艷

紅，我們時而駐足觀賞，時而爬高上低地翻

山越嶺，時而又採擷幾株紅葉間像星星像眼

睛的野花，仔細觀看，把玩欣賞，細細品

味，再放鼻前嗅嗅那沁人心脾的香味……這

時候的我們，我們這一群歷盡人間滄桑的中

老年人，宛如天真爛漫的孩童，憨態可掬，

清純自然，人性的本真得以盡然釋放，哈

哈，還真有點：「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

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之感呢！此情此

景，真的是妙不可言啊！

觀賞著紅葉，我的腦海裡突然又跳出

了明朝詩人范景文的《紅葉》詩來：「霜林

誰點染，老翠見深紅。色重嬌新艷，條蘇怯

晚風。春滋休欲妒，秋殺莫言功。亦有寒松

柏，長青向此中。」

此時此刻，我多想化身為一棵黃櫨樹，

身處大山之巔也好，置身溝溝坎坎也罷，只

要能吸納天地之靈氣，沐浴自然之靈光，即

使經歷霜刀風劍之反覆考練，那又何妨？只

要每年都能燦爛地綻放，只要能成為一道靚

麗的風景，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了。

秋深歲尾，秋風日漸凜冽，秋雨也日漸

陰冷，紅葉亦將褪去華麗，轉身退出自然的

舞台，從人們的眼前消失。縱有寒冬逼仄，

縱然風雪橫空，縱然蕭瑟滿眼，縱使艷麗散

盡，從枝頭飄落，紅葉亦不改初衷，化作春

泥更護花了。

植物如此，我們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人生之路，崎嶇盤旋，從來都不可能一帆風

順的。做到得意之時不忘形，挫敗之時不失

志，才是正道。當失敗來臨之時，我們不妨

如紅葉一般，收起張揚的慾望，沉靜下來，

慢慢地積蓄力量，等待來年春風一放，再重

新出發！

中國僑聯指導‧江蘇省僑聯主辦‧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協辦2022「親情中華·講蘇故事」

海內外華人青少年網絡才藝大賽徵稿啟事
【活動時間】
2022年11月—2022年12月
 【參賽條件】
參賽者年齡應為17歲以下的海外華裔新

生代，熱愛中華文化並具備一定的語言表達
能力，能夠在老師或家長的幫助下完成「親
情中華·講蘇故事」參賽作品。

【活動形式和內容】
1、 活動報名：
「講蘇故事」網絡才藝大賽以單位集體

報名的方式組織，原則上不接受個人報名。
活動報名根據不同年齡段設置四個組別：

幼兒組（不足6歲）  兒童組（6-11歲）
少年組（12-14歲）   青少年組（15-17

歲）
報名聯繫人：陳林，電話（微信）：

13851895550。
2、 參賽投稿：
參賽作品分類：1.演講朗誦類（中文）  

2.作文詩歌類（中文）
3.傳統手工類          4.音樂歌舞類

5.書畫創作類          6.微錄（Vlog）類
選手可任選其中一種類型參與，內容

須包含江蘇元素（文化、歷史、經濟、科技
等），形式可以是視頻或圖片，視頻要求橫
屏拍攝，圖像和聲音清晰，無抖動和噪音，
時長不超過3分鐘，文件格式為MP4，分辨率
在720P~1080P之間，大小在100M以內。圖片
的文件格式為JPG，分辨率不低于300dpi，大
小在1M~6M之間。

建議演講朗誦、傳統手工、音樂歌舞和
微錄（Vlog）等4類作品提供視頻，書畫創作
類作品提供圖片，作文詩歌類作品提供Word
文檔。

投稿作品的文件應按格式要求編寫文件
名（文件名格式：參賽組別+作者姓名+所在
國家+作品名稱），原則上每名參賽者只限投
1件作品，所有參賽作品統一由參賽組團單位
匯總並發送至郵箱：jsgs2022@126.com，截稿
時間為2022年11月30日。

投稿聯繫人：魯雯，電話（微信）：
18066046219。

3、 作品評審：
組委會將聘請資深專家組成評審小組，

分別就6類參賽作品按4個年齡組別進行評
審，分別評出一定比例的金獎、銀獎和銅
獎。

 4、 獎項設置：
大賽設「個人獎」和「組織獎」兩類獎

項。「個人獎」設參賽作品總數10%的「金
獎」 ，20%的「銀獎」 和30%的「銅獎」；
「組織獎」分設最佳、優秀、積極三個等
次，其中「最佳組織獎」3名，「優秀組織
獎」10名，「積極組織獎」15名。

5、 獲獎激勵：
本次活動「個人獎」、「組織獎」獲得

者可獲得省僑聯頒發的榮譽證書。
海外「組織獎」獲得者可優先參與今後

的「中國尋根之旅」江蘇實體夏令營活動，
並可獲得適當獎金。

6、 參賽指導：
大賽組委會在賽前會組織2次線上說明

會，對參賽事項進行說明和指導，此外還會

提供2022江蘇網營文化活動視頻合集作為創
作題材參考，參賽作品貼近網上營視頻主題
的將予以加分。

2022江蘇網上營文化活動視頻合集
聲明：
1.活動不收取任何費用，江蘇省僑聯擁

有此項活動的最終解釋權。
2.視參賽作品的質量，優秀作品推送到

江蘇省僑聯官方微信公眾號及組委會平台進
行宣傳展示。

3.作者享有原創作品的著作權，主辦方
（江蘇省僑聯）有對作品展示、出版、彙
編、發行及網絡傳播等權利，有權使用參賽
作品用于各種形式的製作推廣和新聞宣傳
等。

熱烈歡迎全菲各華校學生踴躍投稿參
賽。

截止日期2022年11月30日
咨詢與聯繫電話：
校友聯黃玉芬：
09178228188

石光校友會召會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訂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假座本會所議事廳（Suite 1503 
Federal Tower,Dasmarinas St.,Binondo,manila）召開第四十三、
四十四屆理監事第二次常月會，討論有關重要事項。

屆時希望常務顧問、諮詢委員、會務指導、全體理監
事和婦女組、青年組職會員，以及新舊校友，踴躍出席會
議，共商策劃，集思廣益，以利會務之發展。

 六蘭堂周日召會
菲律濱六蘭堂宗親總會訊：本會訂於十一月二十日 ( 

星期日 ) 上午十時三十分在議事廳召開第六十六屆理事會第
十一次會議，商討重要事項。是日中午在本会会所聚餐。
敬請本會永远名誉理事长、名譽理事長、决策委员、全體
理事屆時撥冗出席，以收集思廣益之效。

七位資深華文學校校長
商總敦聘為文教顧問

菲華商聯總會訊 : 菲律賓華文學校聯合會常務理事僑
中學院校長黃琬蓉博士、聖公會中學校長吳紫薇博士、中
正學院校長葉啟明博士、嘉南中學陳惠玲校長、百閣公民
學校林文誠校長等，以及光啟學校校長陳孟利博士和怡朗

新華學院校長吳志超博士，均是菲律賓華文教育界的傑出
教育工作者；諸位校長學識淵博，工作經驗和人生閱歷豐
富，在各自工作崗位上盡忠職守，把各自服務的學校辦得
有聲有色，惠及莘莘學子。他們各自服務的學校，而今均
是華社知名的華校，校風和教學質量遠近馳名，贏得各方
面的口碑。

其中五位校長目前同時兼任菲律賓華文學校聯合會
常務理事，過去兩年任內，致力于提高華文教育的教學質
量，不遺餘力，並經常舉辦各種活動，來提昇華教師資的
素質，以及華教的教學質量，成績斐然，大家有目共睹。
七位校長平素關懷華文教育的發展、教師們的福祉，以及
學生們的學習進展，積極配合本會的各項促進華教復興的
工作和活動，對華教事業作出無私奉獻。本會決定敦聘他
們為商總文教顧問，藉以表揚和肯定他們的卓越表現和付
出，並預期時賜指導。

菲華聯誼會召開理事會
本總會訂於11月22日（星期二）晚8時（7:30開通）藉

Zoom視頻召開11月份全體理事會議，會議將報告總會本月
份會務狀況和部署近期多項重要工作。敬請全體正副名譽
會長、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秘書長、常務理事、理
事屆時撥冗參加。

會議鏈接、ID及密碼屆時將通過微信、Viber或信息發
送到各位手機，敬請留意。

菲律濱董楊宗親總會
訂期常月會議

菲律濱董楊宗親總會訊：本會訂於新曆十一月二十
日（星期日）上午十時，於會所議事廳召開第七十二屆連
七十三屆第七次常月會議，有重要事項需要報告及討論，
懇請各位常務顧問，各位理監事，婦女組，青合組撥冗參
加，以利會務之進行。會後獲執行副理事長董榮顯宗長邀
請前往東海皇宮參加永寧中學校友會董榮顯宗長榮膺理事
長就職典禮，以盡宗誼。

菲律濱安海公會訂期舉行
本年度聖誕職會員聯歡會

菲律濱安海公會/菲律濱安海商會訊：本會謹度於二○
二二年十二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假座世紀海鮮
酒家（CENTURY SEAFOOD RESTAURANT，G/F CENTURY 
PARK HOTEL，PABLO OCAMPO SR. COR. M. ADRIATICO，
MALATE MANILA）舉行聖誕聯歡大會，備有紅包幸運抽
彩等節目助興，屆時敬請本會全體職會員鄉賢攜眷踴躍出
席，餐券每張五百披索，本年度已受獎的教師及優秀生和
青年組成員均免費贈券，敬請有意參加者自動向本會秘書
處報名，聯絡手機電話0927-6859526、0943-8164767找吳秘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