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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田野
張秀梅 

日曆翻到11月，晚秋終于在不情不

願中退出季節的舞台，初冬帶著一身寒

氣拉開了新一輪季節變換的序幕。

初冬的田野，嫩綠的麥苗急不可耐

地從地下探出頭來，在微風的吹拂下，

欣喜地四處張望著大地上明亮的世界。

田間地頭偶爾的一棵枯樹成了它好奇的

物體，枯枝上一個精緻的鳥窩，成了它

探究遐想的目標。

初冬的田野，是很少看到農民伯伯

的。他們把來年的希望種在地下，半個

月的功夫，「希望」就會生根發芽，然

後像一個個小精靈穿著綠色的衣衫鑽出

地面，在微風的吹拂下，調皮地向炊煙

繚繞的村莊招手示意，用口語頑皮地向

村裡的農民伯伯喊話，它很健康，生長

發育正常。

初冬的田野，有些農民伯伯為了增

加經濟收入，搖身變成了能工巧匠。幾

根鋼管，一塊長長的透明塑料布，一天

的功夫，一座透亮、溫暖的塑料大棚屋

就蓋好了。接下來，紅綠的萵筍苗、碧

綠的小香蔥，還有一棵棵茼蒿都先後急

不可耐地搬進了大棚……

初冬的田野，地頭上的兩棵柿子

樹，看著它滿樹的枯枝敗葉，不要以為

它已仙逝。

樹枝上掛著的一個個小燈籠在向世

界大聲宣示，它只是把枯黃的葉子埋到

了地下，儲備明年的肥料，一個個小燈

籠才是它獻給世界的禮物。

初冬的田野，天高雲淡。看不到盡

頭的電線在空曠無邊的田野上，像無限

電波向四面八方延申。一群群小鳥縮著

脖子蹲在電線上，把自己變成一個個音

符，讓天空彈奏出一首首優美的冬之讚

歌。

初冬的田野，曙光在東方的天空溢

彩，太陽慢慢露出紅彤彤的笑臉，田野

裡飄渺的薄紗似的霧氣不知不覺消失的

無影無蹤。

初冬的田野，那是誰家的麥地裡，

零散放著許多白色的小紙片，似是大地

衣襟上繡的朵朵白花。走近了，欣喜地

驚呼「啊！原來是有著媽媽味道的紅薯

干！」

初冬的田野，是一幅淡色的水墨

畫，畫的主題是希望，也是祥和！

慢步人生
胡章翠

生活中，太多匆匆趕路的人。似乎，快

一點成為時間流逝的表盤。但是，匆匆趕路

的人，總會錯過一些美好時刻，有可能欣賞

不到人生旅途的美景。所以，偶爾放慢一下

腳步，慢慢思考，細細品味，可能生活會給

予我們不一樣的美妙。慢步人生是一種優雅

的生活姿態，是心靈的享受。

人生苦短，光陰似箭。在短暫的人生

裡，我們可以讓自己的心靈擁有一段美麗的

記憶。慢步人生時，我們會去回想，我們含

淚走過、用心度過、用愛滋養、用希望書寫

奇跡的崢嶸歲月，我們頁會懊惱無心之失、

沒有抓住某一個好的機會，錯過自己人生的

另一種可能；慢步人生時，我們會去念想，

過去五年、十年、十五年，我們不同人生階

段的際遇，也會去嚮往未來五年、十年、

十五年，自己會努力成什麼樣子，變成怎樣

的人，自己是否已然相信和堅持對于未來的

無限渴望。

原來，每一個美好的意境，都會成為記

憶沙灘上的美麗備課，熠熠生輝！

慢步人生時，我們選擇靜謐的環境，給

精神以休憩，為下一個更加有意義的明天努

力。選一條悠然自得、詩意飄灑的幽徑，放

慢腳步，放飛心靈的翅膀，細細品味人生的

美好，細細享受著唯美的人生。

吟兩句詩：「春遊芳草地，夏賞綠荷

池，秋有黃花景，冬吟白雪詩。」有一種詩

韻逸千秋之感，感受歲月美好，微妙可人！

慢步人生，走在「曲徑通幽處」，林蔭

夾道，好鳥相鳴。清脆的鳥鳴墜入耳中，猶

如小石子墜入平靜的湖面，蕩起圈圈漣漪。

濃郁的綠色染綠了鳴鳥的羽翼，染綠了清潔

的空氣，也染綠了心情。「映階碧草自春

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的神秘感讓心中蕩起

一絲一縷疑惑。

慢步人生，走在「渭城朝雨挹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的雨後春天裡，望著「天

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沐浴著

「麗日和風春淡蕩，花香鳥語物昭蘇」裡，

觀賞著「芳草有情牽戲蝶，飛龍無主寄騷

人」，此情此景，你不覺得神清氣爽、賞心

悅目？

慢步人生，走在「黃梅時節家家雨，

青草池塘處處蛙」的夏天裡，走在「荷葉羅

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的荷塘邊，望

著「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

景象，吮吸著「古來曲院枕蓮塘，風過猶疑

醞釀香」，你是否會「沉醉不知歸路」，而

「誤入藕花深處」呢？

慢步人生，走在「明月松間照，清泉石

上流」的秋夜裡，走在「庭松不改青蔥色，

盆菊仍霏清靜香」的庭院裡，「欄外青山排

撻繞，樓前積水當湖看」，「疏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再加上遠處「竹喧

歸浣女，蓮動下漁舟」的境界定會讓你心曠

神怡、愜意滿懷。

就這樣慢步人生，詩意地散步著。

慢步人生，詩意地散步，慢慢品味，是

一種心靈的享受。回望散步留下的足印，那

淺淺的腳印便在心裡烙下了印象。

慢步人生，詩意地散步，慢慢品味，讓

人生更加精彩！也讓記憶的沙灘上多一些熠

熠生輝的美麗的貝殼！

南國之秋
譚捷

南國之秋，在郁達夫看來，是看不飽，嘗不透，賞玩不到十

足的。誠然，相比北國漫山的紅葉，落寞的秋槐，衰弱的蟬唱，

嶺南的秋天仍是綠意蔥蘢，生機盎然。

但秋仍在人們不經意之中，悄悄地來到身邊。

早晨起來，空氣裡已有了瑟瑟的涼意。走在街頭，可以看到

出行的人穿著不一。騎小電車出行的人能清晰地感受到秋風掠過

皮膚的微微刺痛，大多已瑟縮著披上了外套。步行匆匆的人仍穿

著夏季的短袖和裙子，不時擦一擦鬢邊的薄汗。怕冷的老人和孩

子，則穿起了薄羽絨或棉服。

這大概是南國之秋的獨有現場，人們常調侃地稱之為「大型

亂穿衣現場」。嶺南的秋天晝夜溫差極大，清晨氣溫不足二十攝

氏度，涼意十足，到了中午，烈日暴曬，氣溫便一躍拔高至三十

攝氏度以上，宛如盛夏。一日跨季的溫差，足以讓人在衣櫥前遲

疑不決了。

湖裡的殘荷，也是讓人能聯想到秋的點綴。荷葉早已褪去

了碧綠的裙裾，捲起焦黃的裙邊蜷縮在水面上。兩三支枯瘦的蓮

蓬，低斂了眉眼，立于寒風中。盛夏裡的「接天蓮葉無窮碧」

化作一片殘敗的枯荷。它們的影子映在湖面上，隨著波光顫顫巍

巍，更添了些許寂寥。此時，若再來一場蕭瑟的秋雨，淅淅瀝瀝

地敲打在枯荷上，則更增了一分淒涼。李義山的詩曰「秋陰不散

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寫出了多少離人心上之秋。連最不

喜李義山朦朧情感詩作的林妹妹，都稱讚到：「我最不喜李義山
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曹公在這裡把「枯
荷」改成了「殘荷」，十分精彩，寫出了林妹妹在大觀園中風刀
霜劍嚴相逼的處境，足見煉字的精妙。

還有濱江公園的小山坡上，銀杏已經頗具秋葉的意境。秋尚
未濃，銀杏樹已洇染上了金黃的秋色，只剩一點綠意點綴其中。
風一吹過，銀杏葉離開了枝椏，打著旋兒飛舞著，輕盈地落在林
間小道上，風吹落葉滿地金，當真是美極！

我喜歡捧著書坐在銀杏樹下細讀，秋陽斑駁地漏下來，落
葉輕舞著落到書頁上。銀杏的葉形極美，如美人手執的團扇，選
一兩張落葉夾在書中作書籤，便覺得書中的文字都暈染了幾分秋
意。

若在家鄉，炎夏時只聞其聲，遍尋不見的蟋蟀會在夜涼時分
悄悄潛入老屋一隅，在你的耳旁歡快地吟唱。《詩經》云：「七
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在野外撒
歡盡興的秋蟲，此時如久別歸來的遊子，興致勃勃地講述盛夏的
經歷，或演繹半生的傳奇。

還有糖炒栗子的香甜氣息，烤紅薯掰開後撲面而來的溫熱，
柿子軟糯的口感，百香果酸中帶甜的滋味，紅柚在口中迸濺的果
汁……都是嘗不盡的秋味。

北國之秋如同色彩濃烈的油畫，南國之秋則似細膩清新的工
筆畫，各有其獨特的韻味。若郁達夫先生還在，真想請他再來細

賞一賞這南國之秋。

中正學院校友總會將於十一月廿七日召開
第廿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暨新屆執行委員初選

菲律濱中正學院校友總會訊:  本總會第
五十屆執行委員會任期已滿，依據章程, 經第
十三次常月會議通過決定於十一月廿七日(星
期日)在母校啓泰樓五樓中正紀念堂召開第廿
一屆會員代表大會，並同日選舉新屆執行委
員。

是日上午八時至九時報到，九時正舉行
開幕儀式，特恭請母校董事長林瑩鏡學長和
校長葉啓明博士蒞臨演講，暨全體指導員、
常務諮詢委員、諮詢委員出席指導。開會通
知已於月前分送於各單位，屆時務希全體代
表準時出席參加。

各屆級友會所提交代表名單經過代表大
會資格審查組討論後, 此次會員代表大會將有
四百三十九位位代表出席大會並參與新屆執
行委員初選。

兹將第廿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
會、當然代表及各單位代表名單公佈如下：  

 當然代表共85位:  陳建衛、李錦思、吳
麗月、施純永、何琪穎、蔡長裕、陳平凡、
施人安、吳金峰、許玉意、許麗美、龔麗
珍、陳敏惠、鄭秀瓊、李煥展、鍾吉美、楊
勝利、許德勝、王美麗、陳學忍、蔡章作、
蔡培根、蔡清助、曾華連、吳嘉玲、姚麗
英、吳治平、蔡秀秀、胡蕙蓮、林燕燕、蘇
羅莉、蔡文海、張哲源、周明宗、蔡贏瑩、
林美圈、王湫傑、盧垂順、莊福昇、李榮
良、詹麗麗、陳真妮、許瓊瓊、馬杜吉、洪
肇城、黃文拯、蔡清淵、洪承德、王艾崙、
陳佳成、洪鈺焜、王耐衍、蔡俐姝、李偉
有、黃建國、楊安濤、柯森森、黃會博、蔡
樹民、呂偉廉、施美緻、吳少雄、蔡珊珊、
蘇比立、楊炳順、蔡純純、黃鍾舜、張昭
英、王豪傑、黃溫兒、洪振超、蔡美玉、張

婉玲、洪佩湄、吳鴻杰、柳長城、施麗雅、
鄭文惠、蔡欣穎、陳志賢、許惠清、蔡秀
麗、吳宗達、曾莎莉、朱麗萱。

各屆校友單位代表共354位: (第八屆) 謝
添順；(第九屆) 蔡明正；(第十屆) 陳璫璫；
(第十一屆) 吳敏玉；(第十二屆) 黃淑霞、吳
華炎、黃聰聰；(第十三屆) 柳衷元、黃珍
玲、謝愛珠、翁信祝；(第十四屆) 任玉萍、
吳麗璇、施瑛瑛、高武明；(第十五屆) 黃克
定；(第十六屆) 林禮利、張子敏、張約翰、
姚良秀、陳淑敏、董欣山；(第十七屆) 李秀
治、許麗麗；(第十九屆) 黃瑜玲、陳金鳯、
顏雪花、王淑美；(第二十屆) 吳秀霞、蔡玲
玲、吳佩玲、蘇一時、陳惠娥、劉秀治；(第
廿一屆)丁金鵬、洪明霞、李金英、郭秀治、
許雪輝、吳玉燕；(第廿二屆) 陳秀容；(第廿
三屆) 黃福成、許佩芬、張其樂、高山龍、
蔡建華、楊適嘉；(第廿四屆) 蔡梨景、黄勝
利、黃世民、賴恆謀、黃怡芬、王秀琳；(第
廿五屆) 許碧蓮、林莉莉、王茂華、施文桂、
吳海湄、蘇素素；(第廿六屆) 施玉娥、 王寳
英、黃南文、蔡麗璇、施啓明、蔡玲玲；(第
廿七屆) 林美雲、高瑩瑩、張寳治、林榮榮；
(第廿八屆) 李秀美、黃愛雲、許麗容、趙泉
勝；(第廿九屆) 留金枝、李美琪、許美緻、
許良輝、施文雅、曾國雄；(第三十屆) 王培
錚、陳德志、李麗珠；(第卅一屆) 林建業、
李美倫、陳建大、陳羅利、尤蘭娜、李敏
娜；(第卅二屆) 楊淑寶、曾金城、謝文良、
蔡建安；(第卅三屆) 謝文炳、莊秀蓉、官珍
玉、楊鴻君、蔡麗影、黃幼棉；(第卅四屆) 
楊淑美、許育仁、王麗影，林娣莉；(第卅五
屆) 吳敏聰；(第卅六屆) 許自達、莊培璇、梁
柏娟、李月如、蔡麗莉、劉明方；(師專) 李

真娟；(大學部) 劉慧卿、蔡韻玲、李伯慈、
吳端清、蔡雅晶、李佩瑩；(大修部) 吳劍
揚、洪麗璇、陳立人、楊惠珍、黃惠敏；(英
中七六年度) 吳麗珊、邱萬泰、林美玲、洪美
美、潘西莉、李秀華；(英中七七年度) 蔡麗
瓊、姚雅麗、何美玉、蔡麗霞、施雲霞、莊
茱莉；(英中七八年度)王安娜、莊清俊、黃書
超、陳柏材、莊良智、莊炳全；(英中七九年
度) 王民申、陳仁仁、洪菱菱、洪婉如、李怡
萍；(英中八十年度) 李蜜淇、劉德章、曾華
揚、曾台財；(英中八一年度) 程建興、蔡松
苗；(英中八二年度) 戴定基、吳佩霞、許真
真、施寶珠、楊莉沓、吳美蓮；(英中八三年
度) 林碧玲、王賢爭、黃瓊瑤、張金培、蔡美
麗、丁金海；(英中八四年度) 陳羅密、施偉
俊、蔡莉莉、蔡美琪、陳慧玲、黃海雅；(英
中八五年度)施經潤、黃思華、何鈞穎、王志
毅；(英中八六年度) 張貽泉、吳嘉明、李於
雄、蔡珊珊、林美琪、施錦清；(英中八七年
度) 杜茵茵、葉千鳳、雷金寶、楊雄善、陳文
興、鄭欽仁；(英中八八年度) 蔡維森；(英中
八九年度) 許勝發、張芳源、施人鵬、王美
真、洪明喜、吳金榮；(英中九〇年度) 林偉
立、曾真妮、張木欄、蘇漢彬、許培坤、莊
美莉；(英中九一年度) 蔡偉順、施潯江、蕭
奕坤、許銘麗、曾華豐、許成強；(英中九二
年度) 施輝庭、高樹淦、李佩蓉；(英中九三
年度) 馬國泰、柯於全、許家榮、施能淦、
王明翰、李維發；(英中九四年度) 許嘉玲、
黃維欣、李慧涓、陳立言、蔡安妮、許劍
豪；(英中九五年度) 黃英烈、林淑珍、蔡清
霞、楊諄妮、楊榮達、丁美璇；(英中九六年
度) 曾煥雄、劉明智、李丕榮、蔡宛芝、許嘉
蒂、吳銀泉；(英中九七年度) 施潔麗、葉秀

媚、郝木蘭、楊雪芳、許自順、許愛仁；(英
中九八年度) 甄心巧、李星輝、曾台達，陳培
峻、吳公彭、王彥文；(英中九九年度) 蘇禮
順；(英中2000年度) 林江龍、蔡木真、蔡真
真，許錦兒、莊惠禎、莊雪玲；(英中2001年
度) 楊棋媺、蔡景選，洪光順、陳丁山、謝愛
治、何佳兒；(英中2002年度) 蔡宏茂、曾愛
如；(英中2003 年度) 施焜棋、蔡景華、許源
財、鄭雙金、陳怡美、廖心美；(英中2004 年
度) 陳勝發、廖婉君、周欣欣、許梅瑩、蔡美
珠；(英中2005 年度) 施伽樺、吳麒俊、唐親
沐；(英中2006 年度) 施佳林、許文銘、吳勝
男、吳冠男、施權峰、林津如；(英中2007 年
度) 王啓全；(英中2008 年度) 梁筆裕、施佳
仁、莊婉媜、黄佩仁、蔡妮潔、許嘉強；(英
中2009 年度) 吳義澤、施宛瑩、蘇俊翰、蘇
佩寬；(英中2010年度) 吳天警、吳娸羽、蔡
凱兒；(英中2011年度) 楊國徽、劉美莉、蔡
嘉燕、施彥峰，陳曉婷；(英中2012年度) 佘
盛仁、吳泙桂、吳志豪、黃惠晶、施琪美、
蔡文鴻；(英中2013 年度) 李漢華、高沛如、
吳啟誠、施愷俐、郭敏珊；(英中2014 年度) 
莊曉薇、林偉俊、陳禮達、蔡雅婷、姚玉
瑩；(英中2015 年度) 蔡佳銘、李嘉威、許利
文、鍾雪蕾、蔡扶烈、顏銘釗；(英中2017 年
度) 蔡蕙光、施永宗、陳雪娜、莊淑茹、莊曉
琪、許明莉；(英中2018 年度) 吳彬彬、楊川
慧、謝佳仁、施維利、鄭妙伶，吳嘉來；(英
中2019 年度) 蔡宏昌、施雯雯、蔡孟雅、蔡
金城、安財成、蔡蕙屹；(英中2020年度) 陳
雪蓮、蔡惠雙、施瑜萍、葉美美； (英中2021
年度)黃婷娜、范敏敏、鄭安安、曹金星、譚
珮秀、王瑪蓮；(英中2022年度) 安財美、盧
乙美、陳麗霞、施愛仁、王美美、陳立思。  

應各當地商會和政府要求
華社救災基金再向強熱帶風暴「巴英」災民
發放2000份賑濟品迄今已撥合計17500份

華社救災基金訊 : 強熱帶風暴「巴英」入襲菲律賓翌
日，本基金主任單位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示秘書長顏長
江博士向各地華社負責人聯繫瞭解災情，並召開緊急會議，
探討賑災事宜。

截至召開會議當天，本基金接獲Tuguegarao要求1500份
賑濟品、Catarrman要求賑濟北三描災區2000份、Cotabato1000
份、Maguindanao1000份、Capiz省Roxas市 1000份、菲海岸警
衛隊1000份、計順省San Narciso社 1000份，共計8500份。本基
金主任商總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建議這次將從基金中撥出最高

一千萬賑濟各災區災民，獲得與會代表一致贊同，要求賑濟
品的各地區和單位合計8500份，本基金先向以上地區和單位
撥發合計8500份，並用包裝袋迅速運往各當地，交由各當地
菲華商會負責包裝，並以第一時間分發給受災民眾，緩解他
們的燃眉之急。

若有其它地區提出要求，將再繼續撥發。
之後本基金又接獲黑人省三個菲華商會各要求1000份，

共3000份，計順省干利拉惹社、三寶顏市長和Masbate華裔眾
議員Congresswoman Elisa Olga 「Ara」 Kho分別要求2000份、
1000份和1000份，總共7000份，連同第一次的8500份，合計發
放15500份賑濟品。

而今本基金又接獲南棉蘭佬區董事雷永澤替各地商會
和地方政府要求2000份，以分別分發給南納卯省的Sulop、

Kiblawan、Malalag、Magsaysay、Basalan、Matanao等社；西納
卯省的Sta. Maria、Don Marcelino、Jose Abad Santos和Malita等
社。

連同上次的合共15500份，本基金已向強熱帶風暴「巴
英」受災民眾，合計發放17500份賑濟品。新增的2000份賑濟
品仍將用包裝袋迅速運往各當地，交由各當地菲華商會負責
包裝，並以第一時間分發給受災民眾，以應對他們的燃眉之
急。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
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
會、世界日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
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晉江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世界福
建青年菲律賓聯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