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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秋天
 商長江

             秋天越發蕩氣迴腸
             風的敘事
             偶爾越過
             喧囂的白晝
             開始在
             夜晚帶來的
             神秘芳香裡
             變幻無窮
 
             朵朵更加輕盈
             而雍容的荷花
             始終在
             偶爾落水的星星
             四周妖嬈綻放著
             卻常常在
             淺淺鐘聲裡
             散發奇異的芬芳
 
             淡淡的月光
             幾乎沒有一絲皺痕
             偶爾在淡藍夜色裡
             輕牽一縷相思
             逐漸將一片人間薄涼
             擦拭得如通透古玉一樣
 
             江南水接著水
             那油油綠意偶爾在
             一片薄脆鐘聲裡淬打著
             夢幻般的澄明時光
             星星點亮的遠方
             始終支撐不住夜晚的邊陲
             而剛剛逝去的白晝
             那唯美邊框
             在幽靜水面 
             越來越如一座
             搖搖欲墜的危城
             而相聚的一刻
             萬金難買

殘荷吻雪
卓維平

 滿湖秋盡水波寒，荷葉無聲半已殘。

浩渺湖面，殘荷綿延，雖已瘦骨嶙峋，但仍

不失風骨。舒展的，卷邊的；獨立的，相擁

的；昂然挺立的，謙遜俯首的。姿態各異，

頗為壯觀，彷彿一幅幅潑墨畫卷，或婉約多

情，或氣勢豪邁，不失為一種詩意的滄桑之

美。

遠遠看去，那些荷葶與倒影一起組成

了無數幾何圖案，有扇形的，三角形的，菱

形的，支架形的，房頂形的，舞姿形的……

一株株殘荷，一點點白雪，似白鷺停留其

間，星星點點，充滿詩情畫意。

最惹人愛憐的當數那些小蓮蓬了，它

們成群結隊，如窈窕淑女，頭上都側戴著一

頂白色的小禮帽，似一個個白熾燈立于水

中，靜若處子；微風拂過，它們又在水面上

跳起了芭蕾，舞裙稍顯凌亂，掩飾不住少女

的心事。

瞧那兩個蓮蓬，好似一對戀人。一個

彎下脖頸，將臉沒入水面，正好與倒影形成

一個心形，而另一個彎曲著如跳孔雀舞的臂

膀，垂下的蓮蓬上頂著一團雪，滴下的雪

水，已結成兩條冰溜溜，與倒影組合成一個

開口的菱形，似兩個臂膀欲將那顆心擁入懷

中。

再看那一對老荷，古銅色的荷葶如同

黃土地上那在陽光下泛光的脊背，而那低下

頭去的頭顱，依稀可見古銅色的臉龐，絲毫

也看不出它們的軟弱與屈服，而是堅強地背

負著歲月的滄桑，透露出的是堅毅。兩團白

雪覆蓋其上，便是它們那蒼蒼白髮，白得那

麼純粹，那麼乾淨。真正的愛情，便如它們

頭頂上這雪一般，矢志不渝，白頭偕老。

冰面上的印花也是冬天最美的圖畫。

有一片荷葉半悶在水下，只露出荷梗頂端，

周圍殘荷葉片的經脈，使冰面形成了珊瑚樣

的冰花，構成一幅巧妙的圖畫。

幾 隻 白 鶴 亮 起 翅 膀 ， 劃 破 薄 薄 的 冰

面，漾起層層綠波，撩起串串水花，翩若驚

鴻；而雲蒸霧罩的空中，白鷺翩飛，修長的

身體伸得筆直，只有翅膀上下翻飛，優美的

姿態，無不令人動容。

夜晚，半個月亮懸于空中，湖面上幾

隻鷗鳥在空中盤旋，蘆葦在岸邊隨風搖曳。

遠處，亭子被月光鍍成了銀色，殘荷吻著白

雪靜靜地立于水中，緘默著，漸漸沉入夜

色，淡成了一幅水墨丹青。

這些殘荷曾經是那麼輝煌，有「小荷

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的清麗，有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灑

脫，有「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

聲」的意境，而現在都站成了一列列兵馬

俑，各有各的姿態，各有各的韻味。它們

見證了盛夏的繁榮與青春，經歷了晚秋的滄

桑與壯美，如今成為冬天最後一道別樣的風

景。它們曾經拚搏過，輝煌過，舒展過，敗

落過，即使退卻了夏的激情，它們依然可以

縱情和驕傲這燦爛的一生。而今靜靜地回味

著過往，沒有憂傷，沒有歎惋，只有內心的

泰然與安詳，悄悄地孕育著來年的希望。

拜會一株薔薇
孫克艷

我總覺得，植物有很多需要我們學習的地方。只是很多時

候，行色匆匆的我們，少有發現罷了。

當我還是小學生時，第一次看到薔薇花怒放的情景，就被它

無與倫比的美驚住了。雖然彼時只是一晃而過，且並不知曉它的

芳名，但薔薇花那獨特而濃烈的美，卻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

待我稍稍長大時，才漸漸明白薔薇花之所以令我刻骨銘心的原

因，那就是綺麗的薔薇花以其熾熱的姿態，生動地闡述了「生如

夏花之絢爛」。

初夏的薔薇花，很是招搖。那時節，正是群芳消歇而萬綠

成帷時。一眼望去，儘是連綿而鋪張的綠意。春花大都凋謝了，

大地鮮少明艷動人的色彩。這時，薔薇花開了。一牆一架的薔薇

花，「不搖香已亂，無風花自飛」。在高樓林立的圍欄邊，在深

淺不一的巷道裡，在恬淡安然的籬笆上，它們一片片一簇簇，成

為一道道五彩的花的瀑布，宛如姍姍來遲的美人，驚艷而妖嬈，

撩撥著路人的眼眸。

匆忙而過的路人，即使不曾駐足而立，單單從薔薇花架下走

一遭，也會「香雲落衣袂，一月留餘香」，香得拂都拂不掉。薔

薇花這樣熱烈而濃郁的美，是奪人心魄的，是濃重而熾熱的，簡

直要把人的眼睛和心都融化了。內斂而克制的我，喜歡這樣的薔

薇花，也曾幻想著成為像薔薇花那樣的人：絢麗地綻放，恣意地

釋放芳香，且不吝將美麗展現于路人。

在薔薇綻放的日子裡，薔薇花兒落滿徑，「千朵萬朵壓枝

低」。徜徉在薔薇花下，仰視薔薇的花海，呼吸薔薇的花香，總

會心生恍惚，竟覺得自己也是一朵小小的薔薇花。在炫目的花的

海洋裡，不管是妖嬈的粉薔薇，還是雅致的黃薔薇，抑或皎潔的

白薔薇……都只是組成那磅礡壯美的盛景的一員，而少了某一朵

似乎都無足輕重。這時候便覺得，再美麗的一朵花，終究抵不上

花簇的重疊來得張揚厚重。是呀，一朵薔薇是單薄的，它沒有玫

瑰的雍容，也沒有月季的華貴。但薔薇卻比它們醒目，因為它本

就是以群體而存在的花兒。

等到薔薇花終于凋落，滿架的薔薇只剩下層疊的綠色時，花

萼脫落凝聚為不起眼的果實。幾經寒暑後，它便又會還你一片花

海。只是，從一粒種子到一架薔薇滿園香，它需要時間的積累，

不是一蹴而就的，太過心急的人，很難等到。

看過那麼多年薔薇花的美景，我便想當然地以為，薔薇花

是不折不扣的夏花，它只在夏季開放，即從初夏逶迤至盛夏。誰

知，我錯了，且錯了好多年。

今年9月下旬，我在經常行走的馬路上，竟看到在綠牆似的薔

薇架上，幾朵粉色的薔薇花，或大或小或是含苞待放，昂揚地簇

成一枝。我懷著疑惑的心情走過去，細細地審視。那的確是一株

薔薇，它的枝幹是柔細的，它的花朵是單薄而稍顯細碎的，這正

是薔薇不同于玫瑰和月季的特徵。

在那個剎那，我懵了，眼前的事實顛覆了我一貫的認知。

我沿著欄杆細細地看。我在薔薇叢中看到了幾株盛開的月季，它

的形態與薔薇有著明顯的區別。月季在此時開放實屬正常，因為

月季又被叫作「月月紅」，能從春季開到秋季。而那株在深秋盛

開的薔薇，確乎是特立獨行了。也許，夏季的盛放對它而言還不

夠。于是，它便想在深秋裡做最後的怒放。

此後，我便經常去拜會那株特別的薔薇花，並拍照留念。國

慶期間遭遇連綿的瑟瑟秋雨，我便擔憂會綠肥紅瘦無聲凋謝，誰

知它不是孱弱的花，竟挨了過去。直到10月中下旬，那枝孤單的薔

薇花仍屹立于枝頭，但已是「美人遲暮」。至此，它已綻放了月

餘，夠久了。不知它為自己的行為積蓄了多久的能量，不知它為

此額外承受了怎樣的風雨。是了，格外的行徑，總得付出特別的

代價，植物也是。

未來，我仍將關注並仰望那片薔薇，因為我相信它們還會帶

給我新奇的發現。

第五屆月曲了
青年詩獎徵稿

菲律賓月曲了王錦華文藝基金會、千島詩社訊：
由菲律賓「月曲了王錦華文藝基金會」與「千島詩社」

聯合舉辦的第五屆「月曲了青年詩獎」因受疫情影響，曾一
度暫緩進行，現在宣佈即日起恢復正式徵稿。

自2012年以來，月曲了青年詩獎已經在菲律賓連續舉辦
四屆，通過徵稿活動，挖掘了不少青年詩人加入詩社，催生
Young 帆詩刊創刊與出版，見證了菲華新一代詩人的成長，
使千島詩社發展成為菲華最活躍最年輕的文學團體。

第五屆月曲了青年詩獎簡章如下：
一、宗　旨：獎勵青年新詩創作，提倡文學風氣，培植

優秀創作人才，推動菲華詩運，弘揚中華文化，以紀念詩人
月曲了（蔡景龍）

二、主辦單位：月曲了王錦華文藝基金會、千島詩社
三、徵稿類別：限中文新詩創作，每人最多可投3首詩

作（每首不超過30行）參選，但得獎作品限選一首。
四、錄取名額及獎勵
首獎1名／獎金菲幣三萬元整，獎牌一座
二獎1名／獎金菲幣二萬元整，獎牌一座
三獎1名／獎金菲幣一萬元整，獎牌一座
佳作4名／獎金菲幣五千元整，獎牌一座
五、徵稿條件：凡目前定居或旅居菲律賓三十五歲或以

下青年皆可參加
六、收件、揭曉及頒獎日期
A、收件：即日起至公元2022年12月15日止，逾期恕不

受理。
B、揭曉：2023年1月公佈得獎名單
C、頒獎：2023年2月于馬尼拉舉行
七、評審
A、由月曲了王錦華文藝基金會、千島詩社負責邀請知

名學者、詩人組成評審委員會。
B、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從缺。
八、參賽方式
參賽作品須在2022年12月15日午夜十二時或之前電郵

至：tipa201188@gmail.com
九、附則
A、作者須自署6位數編號（不得書寫姓名），並在電

郵主旨欄註明：「第五屆月曲了青年詩獎」。
B、應徵作品應為原創，須未曾出版、發表或獲獎。
C、獲獎作品著作權歸作者所有，但主辦單位保有以任

何形式推廣、轉載授權之權利，不另支酬。
D、參加者請詳閱本章程，若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擁

有解釋權。

宗聯舉行第卅四次代表大會
公佈出席代表名單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訊：宗聯第卅四次代表大會訂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九時在本會四樓大禮堂召開，是
日開幕典禮，邀請林名譽主席育慶先生為大會主講人，並邀
請全體名譽主席，理事暨各宗親會首長，屆時光臨觀禮。

        兹公佈是日各宗親會出席代表名單於後：（以報
名先後為序）

菲律濱寶樹謝氏宗親總會：謝文炳、謝求言

菲律濱弘農楊氏宗親會：楊孫泰、楊琨琳、楊傳興、楊
振芳、楊振炎、楊國群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莊爵華、莊偉順、莊優待、
莊長順、莊清河、莊福泉

菲律濱六蘭堂宗親總會：林乘福、林承貽
菲律濱潘氏宗親總會：潘貽福、潘維善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李正中、李文景、李鍾鳴、

李家騏、李漢民、李恩典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陳長善、陳曉鈞、陳建東、姚

金鎮、陳金鈞、陳輝文
菲律濱滎陽鄭氏宗親會：鄭福泉、鄭遠明、鄭登偉、鄭

國寳、鄭小生、鄭晨光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許長安、許文忠、許永山、許金

鑛、許友三、許榮誼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蔡家安、蔡紫蘇、蔡景明、

柯文偉、蔡永培、蔡振民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王連僑、王永河、王香生、

王文慶、王松齡、王清涵
菲律濱宋戴宗親總會: 戴國安、戴榮華
菲律濱版築傅賴同宗總會：傅謀團、傅文虎、傅水森、

賴志遠
菲律濱武功蘇氏宗親會：蘇維新、蘇成佳、蘇清濱、蘇

榮專
菲律濱聚書丁氏宗親會：丁勁榆、丁勁樟
菲律濱江夏黃氏宗親總會：黃光强、黃俊堅、黃種遍、

黃子文、黃奕澍、黃華堂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吳永周、吳𣞁楠、吳其穎、

吳輝煌、吳振利、吳梓瑜
旅菲雁門佘氏宗親會：佘日捷、佘明灿
菲律濱董楊宗親總會：楊華鴻、董榮顯、楊奕昆、董群

寧、楊耀鑫、董建立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林昌明、林旭東、林梅瑟、

林文華、林國端、林炳烈
旅菲臨濮總堂：施清膽、施清偉、施培銓、施應鐸、施

文殊、施宏昶
菲律濱河源張顏同宗總會：張孚志、張傑欽、張年習、

張懷義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盧明革、許文忠、盧連興、

高國雄、呂安盾、紀慶偉
菲律濱渤海高氏宗親總會：高武揚、高國華
菲律濱放勳堂聯宗總會：侯偉利、侯漢明、劉德詩、侯

世練、劉少宏、劉榮宗
菲律濱清源留氏宗親會：留典琛、留順意
菲律濱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陳桂林、陳國民
菲律濱南陽葉氏宗親總會：葉俊智、葉守寳
菲律濱朱倪宗親會：朱培榮、朱瑞聰
菲律濱清真五姓聯宗總會：郭鴻基、丁文風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  ：洪國強、洪源集、龔民強、

洪培力、洪世為、洪五一
菲律濱廬江何氏宗親會：何黎水、何進宗

積百年成果，鑄世紀輝煌：
百閣公民學校慶祝百年華誕盛況

<上接第25版>
十點三十分，慶祝大會在三樓禮堂隆重舉行，美輪美奐

的舞台設計，別具一格的燈光佈景，將全體出席者帶入了建

校一百年的輝煌歲月裡。大會主席為學校董事長林施紅絹女
士，林文殊理事長在會上致開幕詞，他代表學校董事會，校
友會和百閣菲華商會向為百閣教育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教育
先輩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關心和支持百閣教育事業的中國
駐菲大使館領導、社會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禮！向多年
來奮戰在教育戰線上，為百閣教育事業付出艱辛勞動和辛勤
汗水的廣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謝。

隨後，董事會秘書長王學藝介紹出席大會的嘉賓。
林文誠校長在致辭時強調，今天是百閣公民學校的百年

華誕，我們撫今追昔，百感交集，這是一個懷念的時刻，這
是一個感恩的時刻，這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時刻。這是一個繼
往開來的時刻！先僑們胼手砥足，艱苦創業，歷經二戰炮火
洗禮，度過了七十年代的菲化案，闖過了新世紀信息化時代
的挑戰，更熬過了三年期的新冠疫情肆虐，我們像鳳凰涅槃
般浴火重生，我們屹立在百閣區一百年依然不倒。    

校董會秘書長陳輝煌介紹主講人a之後，陳著遠榮譽董
事長上台演講。他感歎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就是在母
校讀書七十多年前的事了，回想當年，學校條件艱苦，大家
任勞任怨，但學習很快樂，還參加各種文藝體育活動，那時
候的生活很值得懷念。

貴賓致辭的還有：商總副理事長施梓雲，菲華各界楊華
鴻主席，中國商會洪及祥會長和晉總陳凱復理事長。最後由
校友會徐麗雲理事長致謝詞。

最激動人心的切生日蛋糕時刻來到了，全場起立共唱生
日歌，為母校百年華誕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校董會董事、校
友會理事及各屆校友約五百人共同參加了這一百年盛典。

圖片說明：第一排（左至右）林文殊名譽董事長，林
文誠校長，陳著遠榮譽董事長，王曉東領事，施梓雲副理事
長，楊華鴻主席致詞之影。第二排（左至右）洪及祥會長，
陳凱復理事長，王學藝秘書長，陳輝煌秘書長，許麗雲理事
長致詞之影，主持人陳靜妤。第三排：主賓上台主持慶祝建
校100週年儀式。第四排：主賓主持圖片展剪綵儀式。

菲律濱廣東婦女會
慶祝聖誕聯歡會

菲律濱廣東婦女會訊：本會謹訂於二○二二年十二
月 三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十 一 時 半 ， 假 座 裕 華 海 鮮 酒 家
（PRESIDENT SEAFOOD RESTAURANT，ONGPIN ST.，
MLA.）舉行慶祝聖誕聯歡會。是日備有紅包抽彩、歌唱娛
樂節目助興，屆時請各位理事、會員偕同配偶或兒女、親友
陪伴出席參與聖誕聚餐宴會活動。

三年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暫放緩，四針護防疫苗也已
接種，病毒仍然活躍多種變化，要提防謹慎，避免被傳染。

在此謹向大家祝賀新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施文桓家屬捐九聯福利
 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訊：本會理事施文

桓同志于客月仙逝，哲人其萎，老成凋謝，哀悼同深！飾終
令典，白馬素車，花幛層疊，輓聯昭垂，執紼甚眾，哀榮備
至！其哲嗣侍親至孝，孝思純篤，為軫念先尊並發揚其急公
好義之崇高精神，特獻捐福利金予有關團體，本會亦蒙惠獲
捐菲幣兩萬元(二萬元)，守制期間仍心繫公益，實為難能可
貴，本會全體同仁皆表尊敬欽佩，並藉報端，予以表揚，而
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