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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東的觸角沙灘
王榮挺

                  那是
                  一條手臂
                  伸向
                  藍色的海洋
                  擁抱
                  美麗與榮光

                  那些
                  細軟的沙
                  融化
                  觸角的含義
                  征服
                  大海的洶湧

                  啊，
                  我的故鄉
                  塘東的觸角
                  沙灘
                  在海的演兵場上
                  種出
                  一朵朵芬芳

                  歷史與
                  未來的交響
                  我踏上
                  平平仄仄的情感
                  延長
                  一段愛的升騰

退色的秦俑孤獨地守候 
跪射俑，騎兵俑，鞍馬俑，車士俑，

御手俑……
一個個退色的陶俑，宛如一個個重生

的士兵，他們的衣物、圖案、紋樣沐浴著秦
時的明月，牽扯出秦地千里的蒼涼。

每一個秦俑隱藏著各自的心事，每一
個秘密勾起遼遠的回憶。號角吹起，硝煙瀰
漫，壓著韻腳的隊伍前赴後繼，翻山越嶺，

攻城略地。
不忍與你握手，生怕稍一用力，歲月

的滄桑把你弄得一身傷痕；不敢與你對視，
生怕後世的塵垢蒙你一臉的迷茫。

血液是凝固的，寂寞是凝固的。沒有
誰能忽略消逝的吶喊，沒有誰能逃脫命運的
悲催。在厚重的黃土下，你們就是一段被凍
結的秦史。

靜靜地守候、孤獨地守候，某一時刻
的迸發！  大雁塔下傳播佛的偈語 

細 膩 、 斑 斕 、 精 緻 、 純 潔 、 千 姿 百
態，佛的光芒在一層層塔沿上盛開，循出紅
塵，悲慼的面容在砂粒上熠熠生光。

在雲霧中打坐，在松濤中矗立，八百
里秦川傾瀉而下，你在袈裟的褶皺中誦經。

晨鐘，飛鳥的翅膀在香燭前繚繞；暮
鼓，你播下一粒粒佛的偈語。

沒有家園，夢在遠方，玄奘是一個行
者，疲憊而又執著，什麼劫難也不能將你的
視線扭曲。暮色沉沉，奔波迤邐，落日給參
天的塔影鍍上了金輝。

大慈恩寺內，每一尊佛，無論石雕、
泥塑、壁畫，無論站立、端坐、舞動，眼裡
都深藏著一片蒼生、一種天降的悲憐。

你是站在雲端的聖人，背負了涅槃的
行囊，默誦著妙語真經，與大地對話，與靈
魂對話，只為挽救天下的苦難…… 

把孤傲的詩文刻在瘦瘦的碑林上 
小篆圓潤，隸體端莊，行書飄逸，草

字疏狂，正楷剛直。
厚重的石碑，歷盡滄桑，你們的歌聲

滲入鱗次櫛比的石縫，也滲進華夏燦爛萬丈

的脈絡。
與碑石對峙，一言不發，與刻在石頭

上的血肉和靈魂對峙，戀戀的目光拔不出千
年之前的愛撫。

手握蒙恬的毛筆，鼻吸蘭亭的氣息，
慢慢在歲月的硯池裡研磨濃淡相宜的墨汁，
等候風花雪月、電閃雷鳴、凝霜冰翼，任由
你揮灑，而後凝固在石上。

歲月深處，草木情節逐年返青，月圓
月缺沒有兩樣。雨，穿越歷朝歷代無始無
終，雪中的腳印，碑上的字跡，讓我們聯想
到起源、殊途以及骨節的高遠。

石頭上的文字是塵世的光芒，你願意
代替它沉入大地的深處，永遠屹立塵世的是
碑林瘦瘦的身姿。站在古城牆上望斷人間

血與淚的堅固，書寫一座城的偉大。
緊羅密緻的城垛始終與永寧門、朱雀門、長
樂門、朝陽門、安定門……一起守候長安燦
爛的陽光。十三朝古都，歷盡滄桑和磨難，
箭矢無法射入，槍炮無法攻入。厚重的城
牆，斑駁的古城，歲月的風霜醃製了你的底
色。城門巍然，光影斑駁，青灰沉浮，拂去
一切紛擾和塵喧，把心貼緊牆根，附耳聆聽
城牆，一聲聲長歎穿越亙古的時空。

京師、郡王和天下蒼生，誰在城上睥
睨，誰在城外窺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
步」，卻挽留不住生死輪迴。

每一塊城磚都隱藏著秘密，每一塊城
磚上都有無數只眼睛，看見刀光劍影，看見
血雨腥風。牆，又能阻隔什麼？生和死在牆
裡牆外，一念之間。 不甘忘卻的古都，用
一塊土地凹成湖泊，凸成假山，起伏之間，

橋洞裡的夜色和閣樓燈光相互吞噬，把一個
顯赫的大唐閃回當下。

山有靈氣，儒釋道大隱隱于是，水藏
智慧，粼粼波光，龍舟身下，鼓蕩著大明宮
的聲威。音樂是一層淡淡的霧，陪伴著《將
進酒》《春江花月夜》風雅地吟誦。

舉樽與天籟對話，碰撞出靈珠妙語、
詩詞綻放。車轔轔，馬蕭蕭，奔向喧囂的大
唐，奔向傳說中的妃子。

舞台上「夢迴大唐」正在上演，現實
一步跨越千年。風很知趣，安靜得紋絲不
動，怕吹散那些虛構的、非虛構的，心跳與
紡織的夢。

歸來的路上，有一片祥雲正在起舞，
照徹歲月露出的面容。只是，通往明天的
路，注定比來時的行程更加匆忙。

讓我們在回民街顧此失彼 
五香牛肉、水盆羊肉、糊辣湯、麻醬

涼皮、羊肉泡饃，清真的食物同古城牆一般
驚慌失措，以至於把本該屬於菜饃的蔬菜，
錯加在瘦肉夾饃裡。

店裡，招呼客人的回族姑娘有著紅撲
撲的笑容，她如果唱著花兒定然動聽，是不
是對真主的祝禱，才讓你如此的嬌艷動人。

騎上車後，我們就成了一陣風，在鐘
樓旁的回民街中，自由自在地穿行，把美味
和煙火散佈到清淨的人間。

穿過熙熙攘攘的街道，把各種各樣的
美食都嘗個夠；穿過熱熱鬧鬧的西市，帶回
幾縷絲綢之路的駝鈴聲聲。

從前的故事、激昂的秦腔不斷穿心而
過，又不斷消失。市井的姿色，是西北的底
色，是歲月的風霜雨露醃製的味道，濃縮了
亙古苦辣酸甜。

看 見 炊 煙 繚 繞 ， 我 的 目 光 就 化 整 為
零，絲絲纏繞路人的腳步，他們是有來龍去
脈的人。他們走路，關心回民街的風味。

美在春分裡
田雪梅

春分如貴客，一到就繁華。千花百卉
爭明媚，大自然的美盡在春分裡。

春分是一幅緩緩鋪開的畫卷。「南園
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
眉，日長蝴蝶飛。」春分時節，惠風靈動輕
盈，細雨微朦如煙，春花千嬌百媚，芳草碧
色萋萋。春分打開大自然的這巨幅畫捲上，
楊柳拂岸，蝶蜂翩躂，花瓣如粉，淺黛妝
山，色彩鮮明，充滿了生機與可愛。

春分是一曲歡快優美的歌謠。「春分
雨腳落聲微，柳岸斜風帶客歸」。惠風和暢
迎客歸，這兒的客人是小燕子吧！春分三候
中的「玄鳥」，在稚嫩的童音「小燕子，穿

花衣，年年春天到這裡」中如約而至！這首
迎客歸的歌謠經久不衰，燕子也從未辜負孩
子們的期待。春分歸，秋分去，它們是時間
的信物，更是孩童眼中的天使，心中的童
話，口中的音符。

「社日雙飛燕，春風百囀鶯」。早鶯
爭暖樹，新燕啄春泥，鶯在歌燕在舞，黃鸝
鳴翠柳，白鷺上青天，鳥雀們開起了一場又
一場音樂盛會，聲聲清麗宛轉，句句琤琮有
韻，主題曲便是春天的讚歌。

春分是一位輕衣嬌巧的仙女兒。她沐
浴著清新的楊柳風，盈袖的是淡雅的花草
香。杏花插鬢，桃紅染腮，木蘭為衫，梨花
綴裙，濃妝淡抹，每到一處，清芳襲人，流
連顧盼處，惹得百花競相吐艷納蕊，百禽歡
鳴樂舞。

春分是一位童心未眠的智者。說她童

心大發，是因為「春分到，蛋兒俏」，春分
這一天，大人小孩把雞蛋直立在平面上，直
到不倒才鬆手。小孩們興致勃勃，把雞蛋塗
上喜歡的顏色，畫上喜歡的圖案，寫上喜歡
的寄語，摩拳擦掌，鄭重其事地來場立蛋比
賽。屏氣凝神，雞蛋立住的剎那，頓時樂得
手舞足蹈，歡呼四起。「立住蛋」意在留住
了春天，孕育了希望吉祥。「兒童散學歸來
早，忙趁東風放紙鳶」更是春分頑皮的真實
寫照。各式各樣、絢麗多彩的風箏，載著孩
童們銀鈴般的笑聲，天真的夢想，把澄澈的
藍天裝扮得美輪美奐。而「日月陰陽兩均
添，玄鳥不辭桃花寒」道出了春分富有哲
理，蘊含智慧。它把春天均分為二。一半春
寒料峭，蓄勢待發；一半煦陽暖風，生機勃
勃。「半」的智慧，在生活中同樣比比皆
是。

長安：生命追尋的片段
吳曉川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3月26日)播放精彩節目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舉行第七屆理監事就職孫明強就任新屆會長
菲律濱唯一華語電視台—《菲中電視

台》播放時間：每星期日（Every Sunday）上
午10點至11點，在GNN Global Nation Network
（SKY有線電視73頻道，GSAT有線電視1
頻道）播出，下午5點至6點，在BEAM TV
（TV Plus, Affordabox, Sulit TV SKY有線電
視31.5頻道）播出，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中電視台》FACEBOOK
和YOUTUBE頁面上進行直播。也可以任
何 時 間 （ 2 4 小 時 ） 通 過 手 機 ， 社 交 網 站
（YOUTUBE,FACEBOOK,TWITTER)收看（包
括新舊節目）。星期日上午9點30分至10點
在IBC13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16頻道，
GLOBAL DESTINY有線電視15頻道，CIGNAL
有線電視13頻道，GSAT有線電視8頻道）播
出。

《 菲 中 新 聞 台 》 播 放 時 間 ： 每 星
期一至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晚上9點30分至10點，也可以
任何時間（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

（YOUTUBE,FACEBOOK,TWITTER）收看
（包括新舊新聞）。

《菲中電視台》本周（3月26日）播放節
目預告如下：

一.計順市的 The Redwood 咖啡廳，自
2022年底創立以來，在二個多月的試營期
間，顧客絡繹不絕，好評如潮，是一間值得
品嚐的咖啡廳。

二．3月15日，長城汽車攜手菲律賓匯鴻
汽車集團在馬尼拉舉行媒體試駕品鑒會。

三.3月14日晚，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第
七屆理監事就職典禮在馬尼拉東海皇宮大飯
店隆重舉行。

四.2月22日上午，商總董事施超權主持
岷警區美石警站咨詢委員會會議，大會上選
出該委員會新一屆職員。

五．2月5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計順
市靈隱聖寺舉行改替、祝福，電梯開彩、金
爐開庫等儀式。

六．3月18日，菲律賓中國商會江西分會

/菲律賓江西總商會舉行商會會所落成典禮，
以及江西大酒店開業典禮。

七．3月16日上午，菲律賓中正學院校友
總會慶祝青年節暨向抗日殉難校友烈士獻花
致敬。

八.3月20日，以「線下輕社交」與「太
空時尚主題」為特色的楠火鍋迎來了Ayala 
Malls首家店的盛大開業。楠火鍋的開業，不
僅是一家火鍋店的誕生，更是對馬尼拉餐飲
市場的一次升維思考。

九.3月18日，黃溪連大使與中資企業
（菲律賓）協會代表座談，祝賀協會新一屆
領導班子當選。

十.3月14日下午，菲律濱中華總商會盛
大舉辦稅務講座，邀請SGV高層資深會計師
現場主講。

十一.3月17日至18日，中國駐菲律賓使
館參加內湖省豐收節慶祝活動並對內湖省進
行考察調研。

十二.3月18日下午，菲律賓中正學院英

中77年度級友聯誼會假索斐特菲律賓廣場大
旅社宴會廳舉行慶祝畢業45週年藍寶石禧暨
級友聯歡晚會。

十三.2023年全球趨勢商業領袖獎于2023
年2月20日在馬尼拉岡田酒店成功舉辦！這是
一個激動人心的活動，旨在表彰各自領域的
傑出領導者並感謝他們的獨特貢獻！

十四.海南春早，芒果飄香。在海南三亞
的芒果園裡，1600多畝芒果正值收穫期。成
熟的芒果色澤鮮艷，碩大的果實垂墜枝頭，
農戶們搶抓早成熟早上市優勢，忙碌的採
摘、打包裝箱後運往全國各地。目前海南芒
果種植面積近100萬畝，是海南種植面積最大
的熱帶果樹，年產量達80多萬噸。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ch ina town tv .

ibc13@gmai l . 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AN），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2023海外青年
語文研習班接受報名

僑聯訊：2023年海外青年語文研習班（實體班）-菲律
濱地區專班（2023 OVERSEAS YOUTH SUMMER LANGUAGE 
PROGRAM-PHILIPPINES CLASS）暑期台灣研習班開始接受報
名。報名地點：自由大廈402室。

報名日期：2023年3月27日至4月10日止。
報名時間：1：00PM至5：00PM。
（LIBERTY HALL）ROOM 402，820 BENAVIDEZ ST.，

BINONDO MANILA METRO MANILA，PHILIPPINES。
或 手 機 諮 詢 ： 0 9 1 7 3 6 9 1 6 3 5  S U S A N  T A N 幹 事 、

09175720958蔡韻玲理事、09062369858蔡聰敏秘書長。
參加資格：
年滿十四足歲至未滿二十歲居住海外之青年，有高度學

習華語文意願者。
招收員額：七十名。
出發日期：二○二三年四月三十日。
本研習班每日以七小時計算，每週五天，四週班總時數

一百四十小時。
本研習班上課時間五月一日至五月廿六日。
課程內容
（一）華語文教學：採密集式課程設計，課程內容循序

漸進以增進學員聽、說、讀、寫能力。
（二）華語選修課程：課程內容包含商用華語、書信寫

作、華語電影、鄉土語言等主题，可依其意願選擇至少1門。
（三）文化課程、臺灣生活體驗、影片欣賞、晚間活

動、近郊參訪、學校參訪活動及結業旅遊。
（四）中文電腦輸入教學與網路應用課程：課程搭配使

用本會全球華文網之資源與活動使學生透過課堂活動學習華

語及電腦中文輸入。
（五）來臺留學座談：學員報名時選擇1-3所本會僑生専

班學校（含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二年制副學士海外青年
技術訓練班及四年制產學合作學士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讓學員對來臺升學及職涯規劃有初步認識。

研習特點
（一）課程採密集式設計，採雙向交流互動以提高學習

興趣與成效。（二）依華語程度分班授課，小班教學。
（三）聘請華語文、民俗文化專家授課，採用各項視聽

設備輔助教學，以增進學習效果。
（四）參訪臺灣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並體驗臺灣風土民

情及文化特色。（五）教室、寢室均有空氣調節設備，固定
休閒健身活動場所，並提供自助洗衣設備。

（六）學員研習期間，於研習地點統一膳宿。
（七）生活管理：1．研習學員應遵守各班期所訂相關生

活規範，若未遵守相關規範情節嚴重致退營者，未來參與本
研習活動須全額自費。（註：僑務委員會補助給台灣的承辦
單位，非參加的個人。）

2．所有學員均須由父母或其指定親友出具證明始可外
宿。

文總上傳網路臉書公開分享
洪秀柱演講會全程實況轉播
歡迎舊雨新知隨時登錄聆賞

文總訊：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同志，應本會邀請，
於本月十七日專程蒞訪馬尼拉，並於十八日下午，在中正學
院中正紀念堂，向菲律賓僑界公開發表一場「從九二共識談
兩岸關係」演講會，各界僑眾熱情參與，座無虛席，氣氛高
昂，盛況空前。

演講會吸引近四百人參加，來自僑社各商會、各僑團、
各華校、各宗親會、各校友會、各華文媒體、暨各界人士，
皆全神灌注聆聽，自始至終全程參與，讓主講人柱柱姐印象
深刻，一再要求本會諸執事，謹向僑社各首長、各賢達轉達
她，對菲律賓僑學界的洋溢熱情，表示衷心謝忱。

以洪主席秀柱學識淵博，真知灼見，充滿正氣，慷慨
激昂的獨特魅力，高談闊論，妙語連珠，口若懸河，活靈活
現，引人入勝，所展現的演說風格，堪稱精彩絕倫，無不振
奮人心。

當洪主席正式開講，演講會全場鴉雀無聲，萬籟俱寂，
聽眾的優質水平，可見一斑。

為使當日錯過演講會的各方人士，有機會充分體驗柱柱
姐，幾近90分鐘精彩演說的場景，本會特將演講會的現場實
況影片，上傳本會網路FB 臉書專頁，連結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kuomintang.ph?mibextid=LQQJ4d
至於當日出席活動，但想重返現場，重溫演講會的深度

及熱度的朋友們，也歡迎舊雨新知，隨時點擊登錄，或重溫
記憶，或仔細聆賞，必有一番意想不到的收穫。

旅菲蕭妃（燒灰）同鄉會訂期召會
旅菲蕭妃（燒灰）同鄉會訊：本會訂於3月28日（星期

二）晚上七點假富華麗鮑翅海鮮酒樓，地址:1013-1015 Maria 
Orosa Street, Ermita, Manila City （原新華鄉舊址）。召開第九
屆理監事第六次月會，敬請永遠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及
全體理監事撥出寶貴時間準時岀席會議，共謀會務之發展。

溯源堂訂期春祭
菲律濱溯源堂訊：本堂擇訂於二○二三年四月二日（星

期日）即農曆二月十二日春祭省墓之期，希各職員是日上午
八時在本堂樓下門前齊集，準八時半乘特備車前往華僑義山
本堂公墓拜祭先友，以慰先友在天之靈，以表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