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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葦披霜 
李顯坤 

為排遣心中的不寧靜，今天又來到
小湖邊。蘆花白，荷已殘，深秋的景象
盡顯。一棵挺拔的胡楊，滿樹黃葉，滿
是詩意。有一對年青男女在樹下用手機
拍照，熱戀中的表達，本來就應該這樣
豐富多彩。只是離開一段距離再回頭，
便可看見，幾朵內圈發烏的白雲要壓上
胡楊的樹梢上了，但這一刻的胡楊，卻
愈顯高大。 

湖水淺了，每一株枯荷都因此而
高出了水面，或直或折，卻毫不萎靡，
以一份倔強，展示著生命的高貴。有人
說，很不願見枯荷衰敗的樣子。而我很
喜歡依舊懷著一池荷花瀲艷的心緒，于
深秋時看枯荷。我定定地注目，感受到
了一種禪意，繁華過盡，應歸寂美。 

此時天空落下了稀稀疏疏的雨滴，
一會兒的光景，便雲收雨住，殘荷聽雨
的意境被輕飄飄當過去了。

一絲涼意襲身的秋風吹過，黃葉簌
簌而下。這時的落葉並不是均勻地鋪在
地面上的，而是像沙湖裡的蘆葦叢，聚
堆成片，似乎是脫離了母體，也不想就
此分離。 

這湖連帶了週遭，完全是一個整體
了，瘦水、枯荷、蘆葦、胡楊，連那天
上飄浮著的雲，都不可或缺。 

湖邊的蘆葦，蕭瑟一片，花開似
雪。這時隨風揚起白茫茫一片，落在地
面、水面，毛絨絨的蘆花似一層積雪。
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以來都喜歡蘆
葦，看人看蘆葦，當然達不到「人是一
棵有思想的蘆葦」這樣的哲學高度，只
是單純的喜歡，覺得在這季節，比花開
繁盛的荷、蘭、菊有看頭。戈壁大漠
裡，但凡有水的地方，幾乎都有蘆葦。
哪怕是一汪淺水，蘆葦稀疏得不成氣
候，但以遠天遠山為背景，仍然好看。 

這個季節，蘆葦顯得很忙碌。具體
忙什麼呢？像今天一樣，等風。一俟風
起，就高高揚起蘆花。儘管有的蘆花不
捨離去的，但更多的則飄向了遠方。這
些蘆花，應該都是新的生命之源。蘆葦
想在未來，在遠方，再造一片片綠色的
世界。 

恍兮惚兮，蒹葭蒼蒼。看著蘆葦，
心裡不由自主地隨之吟唱。此時蘆花輕
白如霧，飄向了遠方，漸漸若有似無，
淡入青天一色，竟然使我內心有了溫柔
的感覺。 

遇見壯錦，
遇見文化霓裳的美

馮寒雪
 清代舉人莫震在《忻城竹枝詞》中寫

道：「十月山城燈火明，家家織錦到三更。

鄰雞乍唱停梭後,又聽砧聲雜臼聲。」讀此

詩時，我的腦海中浮現出廣西忻城縣人們織

錦的場面，她們用一針一線，寄情于壯錦，

用一顏一色，繪出壯族之美。

早聞壯錦的瑰麗，知道它與雲錦、蜀

錦、宋錦並稱中國四大名錦，是廣西壯族自

治區傳統的著名絲織物，也是中華民族的文

化瑰寶。當有機會去廣西忻城遊玩時，我歡

呼雀躍，終于可以遇見壯錦，一睹其芳容。

忻城縣是廣西壯錦的起源地之一，走在

這片土地上，我可以看到許多女子裝著絢麗

的壯錦衣服，沿街的店舖中也陳列著各式工

藝品，每一處都透露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

文化底蘊。我邊走邊看，邊看邊聽，想與壯

錦來一場時光之旅。

據傳，壯錦起源于宋代，是古老民族

文化的「活化石」。在壯文裡，壯錦有著天

紋之頁的意思。在《唐六曲》和《元和郡縣

志》中記載：當時壯族人民所織出的多種布

料，已被封建王朝列為貢品。唐代有詩云：

「皎皎白苧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你

看，穿上白苧布縫製的衣服人都會年輕多了

呢。

隨著織錦技術的進步，壯錦從起初的黑

白單色過渡到了五彩斑斕，圖案花紋也從簡

單到繁複。如今的人們利用棉線或絲線編織

而成的精美工藝品，圖案生動，結構嚴謹，

顏色絢麗，充滿著熱烈、開朗的民族格調。

我用手觸摸著它，一絲一線中都能感受到壯

族人民對天地的崇拜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

嚮往。

對于壯族婦女來說，編織壯錦是她們的

日常，她們從小便跟著長輩學習壯錦技藝。

壯錦織造的過程繁複眾多，須經牽經線、整

經、穿筘、梳紗卷經、上機等近二十道工序

才能完成。每一位織錦的女子懷著對生活的

美好期待和祝福，在織錦機前坐著，她們耐

得住寂寞，不浮不躁，每日進行數萬次機械

的動作以織就一張美麗的壯錦。她們的執著

和專注令人佩服，用慧心巧手，織出了炫彩

霓裳。穿戴著她們織出來的壯錦，我們也感

到無比榮幸和幸福。

在現今的生活裡，我們可以看到壯錦

做的杯墊、圍巾、披肩、筆記本等，壯錦已

經融入到人們的點滴中。我喜歡這些結合當

代審美取向的文化創意產品，它們兼具實用

性和藝術性，可以讓我看到一個民族的發展

和壯大。歷經千餘年歲月的廣西民族織錦藝

術已經成為我國傳統民間藝術的重要組成部

分，在2006年入選中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單，它生動地詮釋著壯族的審

美，也給我們許多內心的震撼。

在遊玩結束時，我滿懷欣喜地買了一

條壯錦披肩，它有著以花卉為主題的復合紋

樣，紅色為背景，綠色、黑色和黃色穿插其

中，色彩斑斕，甚是好看。披著它走在路

上，我無比驕傲，因為我的肩頭上有著世界

上獨一無二的美！

五彩經緯織就的不僅僅是壯錦，更是千

年以來文化的傳承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無限

嚮往呀！

山村栗事
劉年貴

十月的秋陽暖暖地照耀著大地，在這份溫馨的烘烤中，綠葉

慢慢地變為枯黃，在秋風中打著旋，該是上山「打栗子」了。

老家四面皆山，家門口對面的山溝兩側分佈著一塊塊平

地，據說曾經是耕田，只因含沙太多不適宜種莊稼，集體生產那

個年代種上了板栗樹，後來分田地到戶，此處土地漸漸荒蕪，倒

是這些板栗樹沒有被大家忘記，每年栗子成熟時節都來光顧。

村人稱上山摘取栗子為「打栗子」。「打栗子」是村人的

一大樂事，每至是日，大人小孩紛紛出動。善爬樹者「噌噌」地

爬上合抱粗高及屋簷的板栗樹，然後樹杈站定，手裡拿過一根長

約兩三米的自製木鉤子，向著掛在枝頭的纍纍板栗刺球抽打過

去，拳頭大小刺球「霍霍」地墜向地面，地上「撲撲」地下起了

一陣急促的雨點。有些刺球砸在下面人的頭上臉上脖頸裡，痛癢

痛癢的，可是他們一點都不惱，嬉笑追逐著滾向草木叢的刺球，

可是找尋了半天還是沒見著，樹上的人急了：「不要找了，趕緊

回來！」接著又是一陣抽打，下面又是「撲撲」下了一陣「刺球

雨」，等「雨」停後，樹上的人縱身下來，和著地面的人一起撿

拾板栗刺球。有時候，幾經抽打過後，仍有些刺球留在枝頭。這

時須用木鉤鉤住刺球順勢往旁邊一帶，刺球就落下來了。

村人「打栗子」不為賣錢，只為解一時之饞圖一時之樂。所

以「打栗子」並非「趕盡殺絕」。往往是這波人走後，下波人還

能打下不少栗子回家嘗個鮮，甚至是最後一波人走後，枝頭還有

隨處可見的刺球——想必是留給松鼠過冬的，以至大雪天裡我還

能從松鼠藏身的樹洞裡發現不少的刺球。

老家還有一種栗子樹，植株酒杯粗成人身軀高，刺球雞蛋

大小，我們管它叫「毛栗樹」。在茶陵縣八團鄉有座海拔1200多

米的雞冠山，從山腳至山腰密密麻麻全是毛栗樹，方圓幾十里。

「打栗子」時節，附近村民半夜出發，往往是夫妻結伴而行，帶

著工具打著火把，在寒露暗生、冷月高懸或是群星泛冷光的夜

裡，火把在崎嶇的山路上一路蜿蜒而來，猶如一條火龍在群山中

盤旋。

行至山腳，女人戴上厚帆布手套摘取刺球，男人利用老虎鉗

和剪刀去殼，從東方欲曉忙到夕陽西下，每戶可得約百十來斤毛

栗子，連續幹上十天半月，便有可觀的數量。將毛栗子曬乾，一

部分拿去集市上售賣，換些錢可以補貼家用。餘下的貯藏在罈子

裡，可以作為小孩子過冬的零食。

奶奶說，她們以前打毛栗就是用火燒樹，一陣大火過後刺

球開裂，毛栗子從球中蹦出來，省去人工去殼麻煩。而且毛栗樹

越是火燒，來年樹木長勢更好，所結刺球更多，味道更甜美。舊

社會在雞冠山火燒毛栗樹，大火幾日不滅，夜裡的火苗映紅了半

個天邊，隔著幾十里遠都能望見熊熊的烈火，火光在群山之間跳

躍，映照著天空大地和人們激動的臉頰，那該是何等淒美壯闊的

場景！

蔡三順大哥慷慨捐
洪門竹林總團福利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聖誕即至，處處充滿
漾溢著節日喜悅氛圍。石獅市第八中學菲律濱校董會應景於
十二月六日，假東海皇宮酒樓隆重舉行慶祝成立廿一週年紀
念暨第八屆校董會就職典禮。本總團副理事長蔡三順大哥榮
膺新屆董事長實至名歸。慶典會場賓客雲集，車水馬龍，祝
賀聲中交響鑼鼓喧天，添置馬尼拉灣亮麗景致。熱鬧非凡，
極一時風尚慶典。

蔡三順大哥素著慷慨豪爽，熱心社會公益，尤甚關注教
育事業，者番榮掌八中校董會高位。即興即場慨捐本總團五
萬元福利金，崇仁尚義，殊堪敬佩，謹此表達申謝。

菲華體育總會召會
菲華體育總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晚上八時召開第十七屆第十二次視頻會議。屆時
務希踴躍參加，同謀共策，以利會務發展。

蔡榮煊捐菲律賓中國商會
菲律賓中國商會訊：旅菲石獅市第八中學校友會於十二

月六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假東海皇宮大酒樓舉行慶祝成
立六週年暨第二屆理事就職典禮；本會蔡榮煊委員榮膺新屆
會長。是日菲華友好團體代表；嘉賓朋友應邀出席；高朋滿
座，氣氛熱鬧。

蔡榮煊先生為人豪爽，一向熱心公益，關心社會福利，
者番新屆慶典，特獻捐本總會五萬元菲幣，添作本會福利
金，其仁風可嘉，堪為典範，特藉華報，予以弘揚，並申謝
忱。

濟陽總會選出新屆理事
明年正月五日舉行複選

恭請諮詢委員蔡大使聰妙宗長主持
13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第113-114居理事

任期屆滿，遵章經於十二月四日（星期日）中午在會議廳舉
行第116屆理事初選開票事宜，為示慎重，特乘是日獎勵本族
華文教師之便，邀請十多位老師協助進行開票有關事宜，順
利選出理事73位，候補理事5位。

茲將本總會是日所選出理事芳名公佈於後：蔡紫蘇、
蔡景明、柯文偉、蔡美倫、蔡文賢、蔡永山、蔡文忠、蔡自
然、蔡志河、蔡炤炫｀蔡良圻、蔡清景、蔡長裕、蔡文炳、
柯春祥、蔡文彩、蔡建立、蔡紹鹏、蔡振民、蔡志雄、柯文
通、柯榮謀、蔡輝煌、蔡文世、蔡振芳、蔡安敦、蔡鹏聲、
蔡日毛、蔡文輝、蔡天竹、蔡榮裕、柯仲達、蔡衍倫、蔡紫
彬、蔡文展、蔡祖龍、蔡文生、柯遵堯、蔡永培、蔡文遠、
蔡修轉、蔡章作、蔡扶西、蔡青山、柯維漢、蔡忠智、蔡青
樺、蔡衍乞、蔡振作、蔡玉龍、蔡伯惠、蔡哲人、蔡育群、
蔡金盾、蔡天津、蔡维賞、柯遵鑫、蔡清河、蔡坤耀、蔡奕
焕、蔡文宣、蔡培根、蔡明翰、蔡維欽、蔡鴻語、蔡連生、
蔡建華、蔡輝煌、蔡永沛、蔡黎景、蔡世雄、蔡孝建、蔡志
博。

候補理事五位芳名如下：
蔡銘、蔡清海、蔡科展、蔡海鳴、蔡新炎。
又訊：本總會經決定於明年2023年元月五日（星期四）

下午七點三十分，在會議廳舉行第115-116屆理事複選會議，
選舉新屆正副理事長，洎各組主任，恭請諮詢委員蔡大使聰
妙宗長擔任複選會議主席。屆時希我會全體諮詢委員暨諸新
屆理事，撥冗出席，共策進行為要。是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
九樓禮堂聚餐聯誼。

南安同鄉總會召會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十二月

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七時準時在本會所二樓議事廳召開第
十六屆第十五次理事會議，討論重要會務進展，敬請常務顧
問、永遠榮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列席指導洎全體理事都能
依往一直保持準時出席，共商策劃，以利會務之進展，並請
各分會在岷市的理事屆時列席參加。

菲永寧同鄉總會訂期召會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總會訂於二○二二年十二月

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假本總會議事廳召開第五十七、
五十八屆第五次理監事常月會議，商討重要事項，會後假座
岷市大連酒家聚餐，屆時務希永遠指導員、永遠榮譽會長、
永遠名譽會長、常務顧問、名譽理事長及全體理監事踴躍出
席參加，同謀共策，以利會務進展。

楊志忠慨捐
董楊總會福利金菲幣五萬元

菲律濱董楊宗親總會訊：本會理事楊志忠宗長，楊李明
理宗嫂賢伉儷孫女嘉珍小姐與僑商姚貽泰先生，姚洪玉維女
士賢伉儷令郎淋杰君，喜結連理，于二零二二年新曆十二月
四日下午一時，在耶穌生命之真道天主教堂舉行結婚典禮。
當晚又在世紀海鮮酒家宴請諸親戚友，前往教堂觀禮者人數
眾多，而在世紀海鮮酒家，嘉賓雲集，場面溫馨熱鬧，喜氣
洋洋，溢于言表。宗親會給予誠摯地祝福，小兩口郎才女
貌，婚後夫妻溫愛，夫唱婦隨，早生貴子。楊志忠宗長，熱
心公益，愛護董楊，樂善好施，值此喜慶之時，不忘宗族，
慨捐菲幣五萬元給董楊宗親總會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甚
是欽佩，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致謝意。

余益勤捐
菲律賓中國商會黎剎省分會

菲律賓中國商會黎刹省分會訊：本會榮譽會長暨LA 
SUERTE TAYTAY TEXTILE MARKET CO董事長余益勤先生於
十二月六日聖誕節來臨之際，特捐本會菲幣十萬元，用於慈
善基金。余益勤榮譽會長平日樂善好施，對公益慷慨解囊，
為本會慈善事業添磚加瓦，本會特藉報端，予以表揚，感謝
捐款。

林連勝慨捐
溪仔婆總商會福利金

菲華溪仔婆聯合總商會訊：菲律賓錦馬林氏聯鄉會于
22年12月8日下午7點假座東海皇宮大酒樓舉行第六十三、
六十四屆理事會暨第七、八屆青年組就職典禮暨聯歡大會，
本總商會林副監事長連勝先生榮膺理事長。

林連勝先生事業有成，熱心公益，關心會務，籍此榮
任新屆理事長之際，特獻捐二萬菲幣，作為本總部福利之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潯江公會新屆初選完竣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第六十三連六十四屆理監事任期

即將届滿，遵章進行改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
四)下午，假王彬街大連海鮮酒家，順利完成初選，獲選各鄉
代表名單兹列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一.衙口鄉:施金鈎，施至鍊，施養田，施文藝，施養
韜，施建民，施友文，施華生，施養鐵，施養鋼，施再添，
施飛獅，施能淦，施文桂，施榮華，施潤松，施健雄，施榮
旋, 施海冰，(十九位) 

二.華峰鄉:施能釵，施能忱， 施純潔，施清偉，施丕
雄，施存仁，施永安，施純助，施天培，施榮周，施劍波，
施性民，施萬端，施純埕，施純永，施能轉，施天偉，施金
象，施玉苗，(十九位) 

三.紹德鄉:施養仟，施清泉，施純亭，施金城，施清
瑋，施宏達，施養儒，施良友，施應鐸，施能塔，施性坑，
施玉璽，施金榜，施純亮，

施榮欣，(十五位)
四.執中鄉:施金宏，施清輝，施友用，施文康，施建

法，施志強，施志榮，施明君，施清溪，(九位)
五.觀屏鄉:施純通，施榮棠，施連砲，施漢明，施能

斌，施養鏘，(六位) 
六.西潯鄉:施驊聰，施益群 ，施能麒，施能秦，施能

發，施金錐，(六位) 
七.大埔鄉:施正傑，施養超，施燦峰，施養國，施純

泩，施養皂，(六位) 
八.洪溪鄉:施碧昌，施天乙，施天柏，施文宣，施必

立，(五位)
九.杆頭鄉:施梓雲，施養城，施正捷，施心德，(四位) 
十.金曾鄉:施純程，施純賢，施純滿(三位)
十一.前埔鄉: 施維謀，施榮泰，施榮獎，(三位) 
十二.魯東鄉:施純衷，施養海(二位)
十三.西岑鄉：施純欽(一位)

蔡三順捐同惠堂福利            
 菲律賓同惠堂訊：國歷二0二二年十一月六日（星期

二）下午七時，石獅市第八中學菲律賓校董會成立二十一
週年暨第八屆董事就職慶典，本堂蔡副監事長三順昆仲眾
望所歸，榮膺新屆董事長，假座東海皇宮舉行新屆就職典
禮。是夜東海皇宮燈光燦爛，場面隆重熱鬧，高朋滿座。                                           
新屆董事長蔡三順，事業有成，平素熱心社會公益，為人慷
慨豪爽，樂善好施，猶不忘本堂公益福利，當場慨捐菲幣
三萬元，充作本堂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敬仰，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連勝捐
菲律賓中國商會

菲律賓中國商會訊：菲律賓錦馬林氏聯鄉會于十二月
八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假東海皇宮大酒樓舉行慶祝成立
六十三、六十四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本會林連勝常務委員榮
膺新屆理事長。是日菲華友好團體代表；華社領導，嘉賓朋
友應邀出席；高朋滿座，氣氛熱鬧。

林連勝先生為人豪爽，一向熱心公益，關心社會福利，
者番新屆慶典，特獻捐本總會十萬元菲幣，添作本會福利
金，其仁風可嘉，堪為典範，特藉華報，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