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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留心是風景
李慧仙

週末，我約上三五好友，一起去郊外
的森林公園遊玩，我感受到陽光明媚、景
色怡人、環境幽雅。那裡，是我假期去的
最多的一處既安靜又清幽的地方。

有人說：風景是否美麗，取決于看風
景的人。許多人還認為，旅遊，就是從你
呆膩了的地方，去到別人呆膩了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們心嚮往何處，何處便是風
景。正如汪國真的一首詩中寫道：我親愛
的朋友/請接受我深深的祝福/願所有歡樂都
陪伴著你/到遠方去/熟悉的地方沒有景色。
汪國真的詩，寫出了我們心中對于異地風
景期盼的真正原因，也道出了心中有風
景，處處皆風景的正確性。

然而，對于景點來說，不同的時間，
同一處景點，也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景色。
就像在橋上看美景，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
視覺感受。比如黃昏下，橋的景色是那麼
雄偉壯觀美麗，許多人還在橋下釣魚，真
像一幅漁舟唱晚的風景圖；夕陽西下，橋
的景色美得讓人移不開眼，天空像鍍了一
層金一般的美，活像一幅絕美的油墨畫；
「落霞與孤鶩齊飛」下的橋景中，閃耀著
璀璨奪目的光芒，美輪美奐，儼然是世外
桃源，的確有讓人流連忘返的絕妙之處；
落日餘暉下的橋景，人群熙熙攘攘、好不
熱鬧。

假使一個對生活完全失意的人，站在
橋上怎麼看也欣賞不到任何美好，他的眼
裡一定滿是蕭瑟、破敗、凋零或淒涼。

旅遊不是目的，幸福才是。幸福的旅
遊，心情才會好。無論去哪裡，始于幸福
和快樂的心情，才是很多人所追求的。不
管是去近的地方還是遠的地方遊玩，只要
當成自己快樂的生活狀態，自然、樂觀、
健康地享受著大自然的撫慰，就能很好地
改善我們的心情，也能療愈出一個美好的
身心生活。其實，熱愛風景的人，無論有
多少障礙，有多少困難，他們都會風雨無
阻且風風火火地去看風景，因為他們看的
是開心，看的是正能量，看的是生活中的
小幸福。

人在空閒時，應當多出去走走。只要
走到哪都帶著一顆舒暢的、輕鬆的心情就
好。看風景的人，可以不在乎風景是否美
麗，而在于心中是否帶著喜歡。

心中有風景，遍地皆是，俯拾皆是。
即使再美的風景，也有不喜歡它的人，但
是再不好的風景也有人看出了心花怒放的
感覺，所以帶上好心情，風景就在你腳
下。

爬得最高的花
田雪梅

樓下，鄰居大爺正給花換土，我也愛

花，不禁湊上前去看。

大爺拿了根又細又小的苗苗，說：這

根籐三七的苗苗去插花盆裡，插上就活，

它可潑皮了。我看著那柔弱不堪的小苗

兒，對大爺的話半信半疑。

那麼細弱的小苗，我並不抱多大希

望，把它隨意插進了綠蘿的花盆裡。喝足

水的綠蘿盡情開枝散葉，伸一個懶腰，抻

一大截，圓圓的葉片把花盆蓋了個嚴嚴實

實。那個瘦胳膊瘦腿的小「可憐兒」早被

擠到不知哪個小角落了，找也找不到了。

窗外，暖暖的陽光爬進來，像母親

的手輕柔地撫摸著那盆綠蘿，綠蘿葉子的

綠越發濃，越發嫩。就在那一盆綠意盎然

的葉片中，幾根綠蘿的籐抓住了拉百葉窗

的細繩，已爬了一大截，綠蘿籐像是編得

粗麻花辮，鬆鬆散散。突兀地，籐蔓中有

一根比綠蘿籐纖細，葉片比較小巧的籐緊

緊纏繞在細繩上，原來是那根柔弱的籐

三七。它依舊嬌小纖細，但它葉兒嫩綠，

一律向上，緊緊抱繩的態勢看出它的努力

與堅韌。有一段時間家中無人，缺了幾天

水的綠蘿葉片枯黃，籐也耷拉了下來，那

株籐三七也是副無精打采的樣子。澆過水

補救後的綠蘿像久病的人，一直病懨懨的

樣子，而久旱逢「甘雨」的三七像是活蹦

亂跳的孩子，一天一個樣，個頭躥呀躥，

竟纏纏繞繞爬到了百葉窗的最上面，它不

甘心，繼續找可攀爬的東西，繼續猛長。

它就那樣拚命爬呀爬，拚命攀緣，像鬥

士，像勇者，有股不達目的不服輸的勁

兒，它憑自己的韌性在一片綠色中，在同

是爬籐植物中脫穎而出。它的籐雖然纖

細，竟十分柔韌，不易折斷。而綠蘿的籐

脆得不堪一擊，像顆玻璃心，易碎。

孤勇者能帶給人驚喜。確實，籐三七

竟開花了。黃綠色的花穗一串串低垂下

來，成了我家裡最迷人的一道風景。

看著已繞百葉窗爬了一圈的籐三七，

我不禁慨歎起來，生活中像籐三七一樣看

起來柔弱實則堅韌的例子數不勝數，前段

時間看到的一位90後媽媽因失去丈夫，背

著寶寶送外賣，引無數網友流淚的視頻，

那位媽媽在生活向她伸出的鐵爪利牙面

前，她選擇了向陽而生，面對生活的重

壓，她的眼裡始終閃著晶亮晶亮的光。為

母則剛，她堅韌陽光，是一株活力四射，

生命力強悍的籐三七。

生來柔弱無力，實則倔強不凡。籐

三七如此，人亦如此。平凡偉大，勇者傲

岸。

冬日菊香
王月鳳

退休後賦閒在家，為了不讓自己淹沒在平庸瑣碎裡，有朋友

幫忙，我辦起了補習班。

今年暑假裡，表姐來到補習班，見院子裡單調空寂，也沒什

麼聲色，便尋思著…… 「小妹，你看小院很是冷清，要不從我家

給你移栽些花過來吧？有花做伴，也會添點活力，你和孩子們就

會多些情趣。」邊說邊指著院裡的一片空地兒，「你看栽這兒行

不？向陽還透風，土質看著也不錯……」

看看確實有些素雅的院子，我點點頭愉快地答應下來。

事不宜遲，第二天表姐便拿來用泥土抱著根系的幾株菊花。

我們松土、刨坑、施肥、澆水，樂此不疲。看著細長的花株在秋

風中搖曳，我和表姐累並快樂著，就像菊花兒開在心上。

過了沒多久，院子裡的花兒爭氣地次第開放，一朵挨一朵，

十分嫵媚冷艷。風從耳邊吹過，飄落一地幽香，讓人心生憐惜。

和著淡淡的馨香，艷麗的菊花也正怒放著，有白色的，紫色的，

黃色的，它們相互映襯，濃淡相宜，好看的很。豆芽似的花瓣緊

緊簇擁在一起，遠遠望去，就像一個個小絨球，又像一家人圍坐

一起商議大事。

看它們一個個喜眉笑眼的樣子，我總是會情不自禁地走上

前，伸手摸一摸那淡潔的花瓣，柔綿的觸感宛若一種心靈的撫

慰。欠下身子深深呼吸，那一股淡淡的菊香便縈繞心間，入骨入

髓，入心入脾，揮之不去。那種神清氣爽的感覺，一下子就會剔

除我心中的煩惱。

有時候，我會迷醉在菊花旁，一語不發，靜靜觀賞著它們

的風骨。看一朵朵菊花揚著腦袋，專心致志地在秋風中笑著，我

想起了我補習班的學生們。那時，當孩子們被家長牽著手送到我

的院子時，我看著他們一張張可愛的臉龐，正像此時純真無暇的

菊花。轉眼已是初冬。一天，待孩子們都到齊了，我把他們喊到

院子裡，讓他們從不同角度觀察菊花並暢所欲言。他們面面相覷

後，終于打開了話匣子。

「老師，老師！我聞見淡淡的香味了，風吹枝搖，白白的花

朵好像在和我打招呼哩！還有這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兒，看起來

很飽滿，就要破裂似的。」活潑可愛的薇認真觀察之後，眉宇間

透著興奮陶醉的神情。

「我發現橢圓形的葉子邊上還長出鋸齒形，看上去像一把銳

利的鋸子，還有菊花的莖也非常細，像幾個調皮的小孩兒圍在一

起竊竊私語，它們一層一層包裹著真好看。」戴著漂亮眼鏡的美

慧左手扶住花枝，右手撥開一層一層花條，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

陸。

「我發現初冬季節，許多花都凋謝了，唯獨菊花頑強地綻

放。我要向菊花那樣，不怕困難，好好學習。」一向沉默寡言的

蓉一反常態，說得還頭頭是道。

看著一個個孩子專注認真的神態，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暖。循

循善誘中，孩子們對菊花的形、色、味等特點都看在眼裡，記在

心裡。

我知道，菊花歷來被文人墨客所青睞。李商隱的「暗暗淡

淡紫，融融冶冶黃」點染出菊的婀娜婉轉綽約柔姿。因了傲霜斗

寒，陳毅也讚過菊花：「本性能耐寒，風霜奈其何？」

是的，到了冬天，別的花都零落成泥，銷聲匿跡，惟獨菊花

轟轟烈烈，熱情奔放，昂首挺胸對抗著西北風，表現出頑強的生

命力。

暮色中，菊花愈發嬌艷，美麗。帶著一身菊花的清香，透過

孩子們清澈的眸子，我彷彿看到一股涓涓細流滋潤著他們乾涸的

心田，因為我知道雖然菊花在大多數人眼中素有「花中君子」的

美稱，但在孩子們心裡卻是平凡歲月中綻放的美麗，他們眼前閃

爍著一片春光。

流芳百世

蔡日鼻
（深滬科任泉峰）

逝世於十一月十八日
現停柩設靈於II CAGAYAN VALEY 
RD MATIMBUBONG，SAN 
ILDEFONSO，BULACAN（本宅）
擇訂於十一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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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許秀良（晉江塘頭）

逝世於十一月十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I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十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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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宏基
（石廈中份）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樓209號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

洪健雄（英華）慨捐
英林洪氏總會教育基金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本會家文
教主任健雄宗長暨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維
新宗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溪后中堡
村——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
日下午壽終正寢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五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十一月六日
（農曆十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安
葬於家鄉靈山福地。殯禮之日，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家文教主任健雄宗長平素熱心公益，
關心宗族文教福利，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
施！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
對本會青少年學子之培植，慨捐菲幣壹拾萬
元，設立『洪健雄宗長獎助學教育基金』，
藉以嘉惠本會囊螢映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
子，獎掖後進，功在宗族千秋萬代。義舉仁
風，殊堪景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健雄（英華）慨捐
六桂堂總會教育基金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 本會洪獎懲

主任健雄宗長暨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維
新宗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溪后中堡

村——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
日下午壽終正寢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五
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越十一月六日
（農曆十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安
葬於家鄉靈山福地。殯禮之日，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洪獎懲主任健雄宗長平素熱心公益，
關心六桂宗族文教福利，為人慷慨豪爽，樂
善好施！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
不忘對六桂青少年學子之培植，慨捐菲幣壹
拾萬元，設立『洪健雄宗長獎助學教育基
金』，藉以嘉惠本會囊螢映雪、發憤苦讀之
莘莘學子，獎掖後進，功在六桂宗族千秋萬
代。義舉仁風，殊堪景仰！本會敬領之餘，
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健雄（英華）慨捐
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福利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保管
主任健雄善友暨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維新
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溪后中堡村——
英華），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下午
壽終正寢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老成凋謝，惋悼同深！越十一月六日（農曆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安葬於家
鄉靈山福地。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
榮！

洪保管主任健雄善友平素熱心公益，

僑社慈善福利，虔誠護持，且為人急公好
義，樂善好施！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慨捐菲幣伍
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善
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健雄慨捐
旅菲英華同鄉會文教
設立『洪維新老先生

教育紀念基金』
旅菲英華同鄉會訊:本會洪榮譽理事長

健雄鄉賢暨賢昆玉令尊，洪府君諱維新老先
生，亦即家鄉僑英小學校董會榮譽董事長，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壽終正寢
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庚星失
輝，軫悼同深！越十一月六日（農曆十月
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安葬於家鄉靈
山福地。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洪榮譽理事長健雄鄉賢平素熱心公益，
關心鄉會文教福利，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
施！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
對本會青少年學子之培植，特慨捐菲幣壹拾
萬元，設立令先尊『洪維新老先生獎助學教
育紀念基金』，藉以嘉惠本鄉囊螢映雪、發
憤苦讀之莘莘學子，獎掖後進，功在鄉族千
秋萬代。義舉仁風，殊堪欽仰！

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王文碩捐
瀛洲同鄉會福利

旅菲瀛洲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
文碩鄉賢令尊，五代大父，王衙君諱榮宗宗
老伯父，不幸於二○二二年十月三十日於家
鄉本宅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老成
凋謝，哲人其萎，遐邇哀悼，草木同悲，軫
念同深。於十一月三日出殯，飾終令典，極
盡哀榮，安葬於碎石山之原，吉地留斯之佳
城。

家名譽理事長文碩鄉彥，孝思純篤，秉
承家訓，樂善好施，熱心公益，關心鄉會，
守制期間，特捐菲幣伍萬元作為本會的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嘉許，特藉此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宏基逝世
旅菲臨濮總堂訊：本總堂理事施宏基宗

長(石廈)，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
日)凌晨零點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

Magnolia)靈堂，擇訂十一月廿五日(星期五)上
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永恆紀念墓園之原。本
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助飾終事宜。

 施宏基逝世
旅菲執中聯誼會訊：本會施常務顧問

宏基鄉賢(石廈中份)，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二十日(星期日)凌晨零點十分壽終於崇仁醫
院，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擇訂十一月
廿五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永恆紀
念墓園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施宏基逝世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理事施宏基宗

長(執中)，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
日)凌晨零點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
Magnolia)靈堂，擇訂十一月廿五日(星期五)上
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永恆紀念墓園之原。本
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並襄助飾終事宜。

施宏基逝世
旅菲石廈同鄉會訊：本會諮詢委員施宏

基老先生（石廈中份）不幸於十一月有二十
日凌晨零時三十分逝世於崇仁醫院，享壽
八十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
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
九號靈堂，特訂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
EVER MEMORIAL GARDEN。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旅菲晉江石廈溪森羅殿董事會暨婦女
組訊：本宮顧問施宏基老先生（石廈中份）
不幸於十一月有二十日凌晨零時三十分逝
世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九號靈堂，特訂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八時三十分
出殯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EVER MEMORIAL 
GARDEN。

本宮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和記訊：僑商施宏基先生（原籍晉江
石廈中份）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凌晨零時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擇訂十一月二十五
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永恒紀念
墓園之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