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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秋
袁帥

                    秋花多情，
                    紅艷在事件中
                    黃亮
                    在黯淡處，
                    點綴在
                    悄然
                    優秀者的胸前

                    是色彩的歡聚
                    和眷戀

                    秋果良緣，
                    賦予
                    江山典雅的儀式
                    惆悵者拋起它，
                    能遮飾
                    自己
                    失敗的破綻
                    香甜味在
                    平淡中發酵

                    近旁遠處，
                    癡夢的楓葉紅
                    接受
                    一縷縷
                    微風瞬間碰觸，
                    好像小國旗
                    又像
                    季節剪裁的獎章

                    路口街上，
                    喜車緩緩悠悠
                    恍如蜻蜓
                    過處寧靜無聲，
                    轉彎抹角游弋
                    預兆愛情
                    就是
                    月牙彎彎

一場秋雨
石少華

 秋雨淅淅瀝瀝下著，沒有春雨的溫

柔，沒有夏雨的熱烈，也沒有冬雨的凜

冽。在大地間掛上輕紗，在樹枝上梳著柔

軟的頭髮，在水裡濺起粒粒珍珠，在小草

上翻滾跳躍。

一場秋雨，淋濕了寫滿三伏酷暑的日

曆。我們作別夏花之絢爛，作別汗淋淋的

日子。那鼓噪的蟬鳴，依然在耳畔裊裊；

那走過的季節，慢慢把流年斑斕成一幅靜

美的畫卷。

結束與開始，枯爛與榮盛，讓我頓悟

命運的多舛和大自然的輪迴。時間煮雨，

歲月縫花。

一場秋雨，我們聽到了音樂般的旋

律。這旋律是伴著清風的樹葉吹響的風

鈴，是一群群鴨子和白鵝紅掌撥清波、曲

項向天歌的歡暢，是開鐮收割的刷刷，是

採摘碩果的笑聲，是大雁南飛的鳴啼。紛

紛揚揚，淺吟低唱，訴說秋水長天，傳唱

春華秋實。

一場秋雨，我們看到了五彩繽紛。

秋雨染黃了銀杏樹，塗紅了楓樹，橙色的

橘子、鮮紅的柿子、紫色的葡萄和淡黃的

雪白的翠綠的各色菊花你擠我碰，搖曳生

姿……一望無際的田野全成了金色的海

洋。秋影豐華，柔情繾綣。紛繁和恬靜蘊

含幽雅與生命，絢爛萬千的顏色無不呈現

出大地的成熟和收穫。

一場秋雨，我們聞到了馥郁的芬芳。

是盛開的桂花散發的幽香，是彎腰的稻穗

吐出的醇香，是潤澤的泥土釋放的芳香，

是遠遠的農舍炊煙繚繞的煙火氣。漫山遍

野的果林，香梨、蘋果、杏子、石榴、柚

子……雨中頷首，風中飄香。大家的腳，

常被那香味勾住。

一場秋雨，浸透了厚厚的鄉愁。秋

雨像故鄉的眼睛，閃著晶瑩的淚，一聲一

聲，喚著我的乳名，一步一步把我拽進故

鄉。那熟悉的一花一木，草際鳴蛩，驚落

梧桐；那古樸的一柱一梁，青磚黛瓦，雕

欄格窗。一條古色古香的小巷、一個撐油

紙傘的粉黛美女踏在斑駁的青石板上，輕

籠薄紗雨霧裡。滴滴答答的雨聲，和著她

踢踢噠噠的木屐，連同飛簷吊樓裡傳出的

老先生拖長聲調讀書的韻腳，飄蕩在我記

憶時空的歲月深處。

一場秋雨，讓我思緒飛揚。

黃河文脈，古今同燦
張文陽

　　大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她一路浩浩蕩蕩，從號

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走來，先是來到湟水谷地、河西走

廊，接著來到有著「塞上江南」之稱的寧夏平原、河套平原，在

內蒙古河口以南，縱貫陝西山西二省，以她為界，河西為陝西，

河東為山西，素有「柳河東」之稱的柳宗元亦即淵源于此。從河

南舊孟津往下便是一馬平川，地上懸河的壯闊景觀氣魄十足。人

們對她那是又愛又恨，但她畢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啊，我

們心中無論如何也是十分愛護尊敬她的。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

政府投入巨額資金，歷經數十年的治黃生涯，黃河流域的生態環

境已有明顯起色，人民的生活環境大大改善。這，固然離不開我

們偉大的黨，偉大的國家。在數千年的治黃之路上，莫有能與之

相比者。

　　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中，黃河流域有300多年是全國政治、

經濟、文化中心，孕育出了河湟文化、關中文化、河洛文化、齊

魯文化等，不可不謂之璀璨。在漫長的歲月裡，曾有過無數的名

人驕子，他們在文學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讓我們每一位中

國人為之自豪，為之驕傲。

　　在黃河上游，在漢族地區與青藏高原的交匯地帶，這裡有我

們要說的河湟文化。在這一文化發展過程中，有許許多多的詞彙

與之密切相關，比如：秦長城便是西啟臨洮；松贊幹部25歲時派

大相祿東贊前往長安求親，歷經五難婚使，終成唐蕃聯姻，文成

公主遠嫁西藏之路即是這條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一條聯姻

之路，一條經貿互惠之路，一條文化傳播之路，一條漢藏人民的

友誼之路！這裡長期都是西部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族地區文化文明

交流的要衝，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也讓它獲得了無與倫比的優勢。

在這片土地上，我彷彿依稀地看到，中原前來的商人在這裡與當

地的少數民族進行著貿易往來，你來我住，好不熱鬧。我看到各

族人民和諧團結的圖景：家家戶戶的人們辛勤勞動來換取生活所

需，他們有的一家人開了家客棧再招一些夥計小二，傍晚來臨，

一群人便熱熱鬧鬧地住進了旅店，開始了一夜的憩息；我還看到

樸實勤勞的夫妻倆在親戚朋友們的幫助下開辦了一家酒樓，路途

疲乏的旅人、行人不時進店喝喝茶。他們吃上二碟小菜，飲幾兩

小酒，同時還可以歇歇腳，洗卻一路的風塵；我看見一位老農下

田幹著農活，田里一個個紅辣椒閃人眼球；一株株大蔥白裡透

綠；一個個大東瓜似彌勒般橫臥在田埂上，一派生機盎然。

　　在渭河平原，千年古都長安正映入我們的眼簾。從漢高祖取

「長治久安」之意將此地命名為長安，這裡便注定在中華文明

史上閃耀璀璨光芒！盛世漢唐，盛世漢唐，這一成語足以論證長

安在我國歷史上所佔的比重，其文化內涵更是無比豐厚。其中有

文景之治，有貞觀盛世，更有開元盛世……這裡曾留下漢文帝以

孝治天下的印記。漢文帝母親年輕時曾在身心方面遭受過巨大摧

殘，漢文帝便常親嘗湯藥，若覺得燙口便再涼一涼，等到他感覺

溫度可以之後，先經過漢文帝的親自嘗藥，才讓母親喝；若覺得

涼了就命人再熱一熱，自己覺得可以了，這才讓母親喝藥。這不

能不令我們動容。在這片土地上，秦人的威武雄壯在我們的腦海

中留下了鮮明印跡，一位位兵馬俑仍屹立在大秦國都……

　　在神都洛陽，一株株牡丹正鮮艷地綻放，我彷彿還能看到武

皇在一眾人的陪同下在花間悠遊……我們先不說這位中國歷史上

唯一一位女皇帝的是非功過，我們在這裡只談談這座都市背後的

內涵。人在洛陽，吃一水席，飲一小酒，同時觀賞這悅目的牡丹

花，一種愜意感油然而生。洛陽城東周時稱作洛邑，卻因為「烽

火戲諸侯」而被蒙上了一層灰塵，隱沒在歷史深處。在這裡，漢

光武帝星夜仍在批覽奏折，心中一直盤算如何才能治理好這偌大

的國家。地鐵的運行讓洛陽成為我國第一個中西部地區通地鐵的

非省會城市，洛陽的前景充滿光明，我們有理由相信洛陽厚重的

歷史底蘊一定能在新時代再次熠熠閃光！

　　在孔孟故里，在齊魯大地，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鮑叔、管

仲齊心協力輔佐齊桓公造就偉業，終成「春秋五霸」之首；在

曲阜，這裡的「三孔」吸引天下無數遊人來此瞻仰；在梁山泊，

宋江和他那手下一百單八將，掀起了一股時代的狂潮，在歷史上

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近代以來，義和拳打出「扶清滅洋」的口

號，誓將洋人趕出中國。結局雖令人心痛：義和團被西方列強和

清政府聯合絞殺，但它的精神永存，它讓我們每一位中華兒女為

之自豪，為之同仇敵愾。

商總訂本週六為10月29日
接種過疫苗的末成年者

施打第二劑中國科興新冠疫苗
        菲華商聯總會訊 : 本會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示下，繼
10月29日和11月5日一連兩個星期六，免費為6至17歲未成年
者接種科興疫苗之後，現訂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8點開
始，在商總大廈七樓大禮堂，為10月29日接種過第一劑的未
成年者施打第二劑科興疫苗。
        是日Jose Abad Santos法官總醫院將派遣醫護團隊，前來
替接種者注射及提供各種服務。接種者屆時務必㩗帶二維碼
及ID,家長亦必須呈示ID。

龍湖鎮聯鄉總會訂期舉行
成立十週年紀念慶典大會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謹訂於國曆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三)下午七時,假座巴蘭玉計巿東海皇宮大
酒樓舉行成立十週年紀念慶典大會,藉機聯絡鄉誼,同慶十週年
華誕。屆時,恭請本會指導員、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創
會會長、永遠名譽理事長、正副名譽理事長、諮詢委員等蒞
臨指導,全體理監事職員等踴躍攜眷出席參加,共襄慶典!同時,
並柬邀菲華僑社各友好團體領導及嘉賓、社會賢達等光臨指
導,同襄盛舉!
       為示莊重整齊,敬希本會全體理監事職員身著暗色西服、
統一系紅色領帶,提前出席,以便協同招待貴賓。
       為增加十週年慶典現場之熱鬧氣氛,本會特備有精彩之文
藝節目表演,及豐富之彩金以供抽獎助興!

太原王氏總會
歲暮尊師頒獎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訉：隨著聖誕歌聲傳遍大街小
巷，告訴大家又是聖誕新的一年即將來臨！

本總會善啟愛心，頗具遠見的宗長皆會藉此良機歲暮，
向誨人不倦的族師表示誠摯的敬意，肯定族師們整年為振興
中華文化的敬業精神，而一視同仁地給以從教及退休師頒發
獎勵金及慰勞金。本總會訂12月4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在總
會六樓禮堂頒獎，令族師有上台授獎的尊嚴並歡渡耶誕，未
能出席者可於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下午三點半擕帶學校Ｉ
Ｄ至本總會領獎。如本人無法親自領獎，務必將本人學校Ｉ
Ｄ及書寫委託書交給委託人代領（委託人亦需帶ＩＤ），查
詢請電：82448355

現獎族師芳名列下：
中正學院：王紫玲　王永新　王慧慈　王亦文　王許秋

婷　
李華龍學院：王殊珊
基中書院：王吳美琳
靈惠學院：王麗蓉　王吳夏仁
嘉南中學：王玉青　王黃菀萱　王尤温柔　王一明　
義德中學：王珊珊　王冉心　尤慧玲　王賢美　王劉賽

音
英才培幼園：王珊莉　王錦琪
聖軍中學：王建
馬加智嘉南學校：王謝幼妮　王雅
寶寶樂園學校：王美美　王吳美營

新生佳音學院：王麗敏　王孫守杰
慈鵝培幼園：王黃琬寧　
北黎刹育仁中學：王人珍　王雙珍　
培基中學：王安娜　
佛教乘願學院：王陳金金
晨光中學：王菁菁　王麗美　
僑中學院（總校）：王雅玲　王雅琴　
僑中學院（分校）：王一仁　王菁菁　王良秀　王翠瑩

　　
巴西中華：王葉珠容　王姚英英　
計順市菲華中學：王郭巧棉　王蔡蓉蓉　王惠惠
培德中學：王潔蓮　王美安
天主教崇德學校：王雅煌　王施琳琳　王莊玲玲
聖瑪莉學院：王雪莉
聖公會中學：王蔡禎珍　王周躍
尚一中學：王美鑨　王秀琳　王施如妮　
光啟：王余莉莉　王素音　王麗絲　王蘋蘋　王柳邱華

　王嘉瑩　王金永麗　　王小芳　王媚莉　
退休老師： 王秀珍　王秀慧　王宏忠　王月娥　王美珍

　王蔡妙玄　王詹莉莉　王邱明理　王李英琼　王麗麗　王
玉美　王許禮卿　王俊美　王秀綿　王李麗珍　王蘇麗蓮　
王呂慶珠　王婉清　王麗珍　王蓮珠　王蔡愛珠　王陳碧君
　王凡尔沓　王儁文　王克慧　王麗娜(培德)　

王劉賢秀　王亞薇　王淑美　王瑞清　王施敏芳　王玉
真　王萍兒　王錦霞　王心心　王葉黛絲　王莉莉　王美詩
　王雪清　王美滿　

王真真(靈惠)　王楊雪清　王靜嫻　王恩惠　王麗芳　
王淑佩　王真真(尚愛)　王施麗珠　王洪瑞鳳　 王麗雲　王
金鍊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
本月29日提前休假
30日照常開館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訊：本圖書館決定十一月卅日（週
三）文尼法壽日，照常開館，為會員讀者服務。改於廿九日
（週二）提前讓員工休假。

本圖書館館址： 19th Flr., San Fernando Tower,
514 Plaza de Conde St. cor. Muelle de Binondo St., 
Binondo, Manila
電     話： 8243-9110 手   機：  0945-4262211
開館時間： 週二至週日    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一時至五時

育仁中學校友會慶祝母校
83週年校慶進行一系列慶典
北黎刹育仁中學校友會訊：十一月廿八日是母校建校83

週年校慶日，本會為表示慶賀之意，特訂於二○二二年十一
月廿七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母校五樓大禮堂隆重舉行一系
列慶祝活動，和母校十一月廿五日慶祝活動相互輝映，更具
有重大的意義，展現育仁校友凝聚力，和熱愛母校的精神。
本會於十一月有中旬已陸續送出請柬，邀請校董會、各友好
相關的友校、各界社團、五大華報、師生、家長、老、中、
青校友、退休中、英文教師光臨觀禮，同歡共慶，共襄盛
舉。

茲將是日之節目介紹如下：1.唱菲律濱國歌。2.唱育仁

校歌。3.鼓聲迎育友。4.致開幕詞：校友會理事長王玉瓊女
王。5.董事長致詞：蔡其仁特使。6.介紹主賓：校友會副理事
長洪增根先生。7.主賓致詞：加洛干市新任市長HON. DELA 
ALONG GONZALO MALAPITAN MAYOR CAL. CITY。8.致賀
詞：菲華各校友會聯誼總會會長梁淑美女士。9.午宴。10.助
興節目：獨唱：離別的車站，施美妮校友。11.致贈感謝狀：
由蔡莉莎校長、校友會王玉瓊理事長致予：蔡其仁董事長、
林徑輝副董事長、韋秀秀董事、蘇麗娥董事、蔡華民校友。
12.介紹助學金募款：校友會理事長王玉瓊女士。13.抽獎：
校友會理事長王玉瓊女士洎執行副理事長蔡玉英女士主持。
14.切生日蛋糕儀式——恭祝蔡其仁董事長八十大壽之喜。
15.致閉幕詞：董事會執行副董事長姚比立先生。16.祝酒：蔡
其仁董事長、蔡莉莎校長、王玉瓊理事長。17.大合唱：（掌
聲響起）校友會全體理事。18.抽獎。19.卡啦OK演唱：主持
人：MR. MIKEL YAP VILLAMORA。20.禮成，散會。

屆時冠蓋雲集，熠熠生輝，育仁校友，桃李萬千，齊心
協力，為母校育仁中學83週年校慶祝賀，料必熱鬧非凡，盛
況空前。讓我們衷心祝福母校育仁輝煌燦爛直到永遠！

廈門市陳嘉庚獎學金
明年繼續對外招收留學生170名

中國網福建訊  昨天，廈門市陳嘉庚獎學金工作領導小
組召開會議，確定2023年繼續向海外招收170名享受陳嘉庚獎
學金的留學生。2017年成立的廈門市陳嘉庚獎學金，是由廈
門市陳嘉庚教育基金會提供資金，主要用於招收「海絲」沿
線國家的僑生和港澳台地區集美校友的後裔來廈門7所學校留
學。這7所學校是廈門大學、集美大學、華僑大學、廈門理工
學院、廈門海洋職業技術學院、廈門工業學校、集美中學。
陳嘉庚獎學金給每生每年分別提供人民幣博士生7萬元、碩士
生6萬元、本科生5萬元、高職生5萬元、中職生3萬元、中學
生4萬元、語言生3萬元。

在以上7個學校享受陳嘉庚獎學金的留學生至今年已有
三屆畢業生計295名，其中博士2名、碩士52名、本科168名、
高職生8名、中職生49名、高中生16名。這295名畢業生中的
碩士生以下學歷的畢業生裡，有許多選擇了繼續留華學習深
造。有13名通過陳嘉庚獎學金項目的「直通車」，被錄取到
廈門大學、集美大學、華僑大學繼續深造，更多的則被同濟
大學、中山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西南大學、山東大學、
南開大學、中南大學等高校錄取。

廈門市陳嘉庚獎學金分配給7所學校2023年招收留學生的
名額如下：廈門大學、集美大學、華僑大學、廈門理工學院
合招博士生5名、碩士生25名、各招本科生20名，廈門海洋職
業技術學院招高職生10名，廈門工業學校招中職生10名，集
美中學招高中生10名。

華峰鄉會本週日召會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本鄉會第八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

常月聯席會議,擇訂于西曆11月27日（星期日）中午11時30分
（務請準時），在本會所10樓議事廳召開，商議籌慶新春佳
節及其它重要會務事項。

屆時敬希全體理監事職員踴躍依時出席參加，以履行
會務職責。並誠邀全體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榮譽副理
事長、諮詢委員等同仁列席指導。共商同策，以利會務之拓
展。是荷

特此告知各位同仁，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謝謝
另註：會後王彬街大連商務酒店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