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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風和暢燕歸來
王文興

燕子是春天的精靈，每到春天，燕子從
南方飛回來了，烏黑俏麗的倩影，清脆婉囀的
聲音，給絢爛的春天增添了生機和活力。自古
以來，燕子深受人們喜愛，文人墨客對它情有
獨鍾，也賦予了它豐富的內涵。

燕子是春天的使者。「年去年來來去
忙，春寒煙瞑渡瀟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
紅樓揀杏梁。閒幾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裡得泥
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鄭
谷的這首《燕》，為我們描繪出了燕子歲歲年
年冒寒飛渡，逐雨瀟湘，播綠山野的畫卷，
輕快活潑的形象躍然在詩人筆下。詩人杜甫
在顛沛流離，暫居成都草堂，喜迎新春，內
心無比歡悅，提筆寫下了《絕句》：「遲日江
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曖睡鴛
鴦。」燕子在春天裡上下翻飛，啣泥築巢，
給人一種生機勃勃的景象；而鴛鴦相互依偎
著，生動的兩幅小景，一動一靜之中，恰如其
分地渲染出春意盎然、自然和諧、歡樂融和的
氣氛，也表達了詩人快樂之情。

燕子是愛情的信使。燕子向來以雌雄頡
頏，比翼雙飛，不離不棄，因而成為愛情的
象徵。「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
送于野」（《詩經‧燕燕》），「思為雙飛
燕，啣泥巢君屋」，（《詩經‧谷風》），正
是因為燕子的這種成雙成對，才引起有情人寄
情于燕、渴望比翼雙飛的思念。南朝梁代衛
敬珍死後，其妻王玉京以「燕」自喻，寫下
「昔年無偶別，今春猶獨歸。故人思既重，不
忍復雙飛」詩句，表達對亡夫的深切思念和內
心的落寞孤寂。

借物傳情抒發人事變遷、國破家亡的感
慨。「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在唐代
劉禹錫的《烏衣巷》裡，詩人抓住燕子秋去春
回，不忘舊巢的習性，一句「舊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將烏衣巷昔日繁榮今
日寥落的現狀傳神地描繪了出來，淺顯的語言
中蘊籍著一種含蓄之美，令人回味無窮。此
外，韋莊的「去歲辭巢別近鄰居，今來空訝草
堂新。」

借燕子的來去喻人的來去，文天祥被俘
後于1279年寫的「滿地蘆花伴我老，舊家燕子
傍誰飛。」擬人化的寫法表達了家國滄桑之
感，字裡行間蘊含著深沉而又複雜的情愫。

惠風和暢，楊柳依依。在這春光明媚、
百花爭艷的美好時節，執一卷詩書，吟誦幾首
雋永優美的詩句，聆聽春燕柔美的呢喃，別有
一番情趣。

春在溪頭薺菜花
宣陳美

春風只在園西畔，薺菜花繁蝴蝶亂。
或許是江南的水土氣候不同罷，早在金秋十月，薺菜就已蓬

蓬勃勃的長滿在田間地頭。那時的薺菜，葉子嫩得能掐出水來，
口感最是清香甜美不過。就這樣，從初秋一直到深冬，哪怕大雪
嚴寒，別的蔬菜早已因為抗不住寒冷退出田間地頭，薺菜卻依舊
將自己小小身姿頑強的屹立于鄉野之間，為清冷的冬綻放著一抹
抹翠綠。

在海棠和玉蘭
花兒盛開的三月，
天氣漸暖。去歲早
長的薺菜結了籽，
隨風飄落地上。一
場春雨之後，又呼
啦啦長滿一地。

 每 年 此 時 ，
田間陌上、路邊草
地，到處都有提著

袋子拿著小刀低頭尋找薺菜的人們。為春天增添了一道別樣的風
景。

因為貪戀著這一口美味，亦不捨得就這樣任它在風中老去。
午後的暖陽下，我也挑下一棵棵嫩綠嫩綠的薺菜。一會兒功夫，
就滿滿一竹籃。

原本想著燙一下後放入冰箱冷凍，以待炎炎夏日也能吃上一
碗薺菜雞蛋湯。隨口問兒子，想不想吃薺菜餃子，兒子說想。是
的，我也想。此念一起，立即買肉、買餃皮、剁薺菜、打雞蛋、
和餡。兩小時後，一隻隻白白胖胖的餃子，整整齊齊擺放在餐桌
上，白色餃皮裡有一抹淡綠若隱若現，令人饞涎欲滴。就像這三
月的春，總是讓人有無數期待。

等到起鍋時，咬上一口，輕輕吸著裡面滷汁，薺菜獨有的清
香、肉與雞蛋的鮮香，完美融合在一起，齒頰裡久久回味的都是
鮮美滋味。先生對我說，謝謝你給我們包了如此美味的水餃，吃
上幾隻，就等于吃上了一個春天。

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
人們喜愛薺菜，或許，不僅僅是喜歡它的美味，也是因了

它不懼嚴寒的風骨吧？平平凡凡的日子裡，有了一兩樣喜愛的事
物，清歡中就會透著一絲絲期盼，普通的生活也會覺得有樂趣的
多。

春意枝頭鬧
王根娣

乘著東風，沐著春雨，攜著春雷，
春天一路芬芳地來到人間。

沉寂一冬的大地上開始有了生命的
色彩，萬物欣欣然，樹翠了,花艷了，水
清了,山新了。一幅美輪美奐的畫卷在神
州大地徐徐展開，悅目、靈動、嫵媚。

行 走 在 春 天 的 路 上 ， 每 一 抹 新 綠
都能愉悅心情，每一朵花開都能點亮眼
眸，每一聲鳥鳴都能喚醒靈魂。

多 情 的 楊 柳 是 最 靈 動 的 春 色 。 在
道邊，在河畔，在田野裡，柳樹都是格
外的引人注目。起初，柳枝間空落落的
白透出點點綠意；一眨眼，柳條上便冒
出一粒粒的鵝黃嫩芽；不幾日，柳葉變
得蔥蘢，軟軟的枝條上綴滿了如眉的嫩
葉，清秀、清純。「東風楊柳津，幾度
千絲碧。」一串串柳枝頷首低眉，嫵媚
多姿，風情萬種。「春至風花各自榮，
就中楊柳最多情。自從初學宮腰舞，直
至飄綿不老成。」暖陽下，萬條嫩綠的
絲絛，依依弱態宛如青衣仙子。有風拂
過，翩然起舞，如美女飄揚的秀髮，
如舞女飛揚的裙裾，如「十五女兒腰」
般曼妙，裊裊柔情戀碧波，將「風擺楊
柳」的聘婷婀娜流瀉在春光裡。為荒蕪
了許久的枝頭，增添無限的靈動與柔
美，讓人望而生喜。

俄 羅 斯 自 然 文 學 作 家 普 裡 什 文 在
《花朵的河》中寫到：「在春洪奔流過

的地方，現在到處是花朵的洪流。」
花朵的洪流。真是姿意又貼切。
迎春花捷足先登，跨上春的舞台當

仁不讓。在崖畔，在道邊，攜著一朵一
朵的明黃，在青翠的枝蔓上曼妙。陽光
照在上面，每一枚花瓣都流光溢彩，黃
色的小喇叭,高調吹響春天的序曲,奏出生
命的絢爛美麗。

與 之 相 呼 應 的 連 翹 ， 差 點 迷 惑 了
我這個「花盲」。甬道上，坡地上，道
邊的綠化帶裡，放眼可見，張揚著一串
串的金黃，欲與迎春試比嬌。自詡熟知
植物的農家女，竟弄出「錯把連翹當迎
春」的笑話。

杏花是開得最熱鬧的。「東城漸覺
風光好，縠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
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似乎在一夜之間，一樹樹的杏花呼
啦啦全開了。紅褐色的花萼托著白色淡
粉花瓣，小巧素雅，或獨放枝頭，或挨
挨擠擠在枝椏間，如俏皮的娃娃，嬌羞
可愛。蜂兒穿梭其間，嗡嗡嚶嚶地忙碌
著；蝶兒吻著花蕊，傳花授粉之餘，演
繹著春光裡的「蝶戀花」。遊人賞花拍
照。

桃花更是嬌艷。層層疊疊，粉中帶
紅，朵朵豐腴，枝枝密繁，如霞似錦，
如夢如幻，一樹樹桃花醉臥春光裡。春
風裡來來往往的人們都是好看，都表情
舒展，神采奕奕，舉著相機，與花兒合
影，與春天合影。

「桃始夭，玉蘭解。」玉蘭也不負

春光，拼盡全力開出一樹繁花。「詩家
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若待上
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二喬玉
蘭，衝破黃色的毛茸茸的花苞，紫紅粉
白的花兒在碧藍的天空下，絢爛著。有
的調皮地把花苞頂在頭上，顧盼生輝，
搖曳生姿，清幽綿長的香氣，沁潤在空
氣裡。白玉蘭像展翅欲飛的白鴿，棲落
在高聳的禿枝上。引得看花人都要抬頭
仰望，流連忘返。

春在枝頭沸沸揚揚地喧鬧著。只要
一抬頭，便有一團團紅的、粉的、鵝黃
的、淡綠的好顏色映入眼簾。彎下腰，
就會發現層層疊疊的婆婆納和蒲公英，
樹林裡，在溝渠中，在路邊，在磚縫
間，鉚足了勁兒，在風裡蓬勃出團團春
意，集結一冬的鬱悶便在舉手抬足間消
融。

鳥雀們在枝頭喧鬧著，啁啾鳴啼；
斑鳩「咕咕等」「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急切委婉地叫響著春天；嘀嘀哩
哩，是俏皮的黃鸝在翠柳間一展歌喉；
「篤篤篤」是啄木鳥響亮的敲擊聲，敲
打著春天的大門；小蟲們躲在草間低吟
淺唱，輕輕訴說著春天的情話。一場春
雨，蚯蚓也急急火火地攻破土壤，三三
兩兩地匍匐在步道上，追逐著春天的腳
步。

春和景明，赴一場時光的盛宴。欣
逢盛世，遊走盛春，一路鶯歌燕舞，一
路奼紫嫣紅，一路復甦振興，以奮鬥之
姿奔赴新時代新徵程。

閩僑一家親 惠贈暖人心

福建省僑辦捐贈我校十臺華文機器人

達沃雅典耀大學孔子學院在東達沃國立大學開辦中文教學點
達沃雅典耀大學孔子學院訊：3月10

日，本院在菲律賓東達沃國立大學（Davao 
Oriental State University）正式開辦中文教學
點，如期開展中文教學專案。該大學目前共
有2個班47名中文零基礎的在校大學生選修，
均來自英語教育專業。

2022年12月，東達沃國立大學國際處主
任Lilibeth S. Galvez教授到訪本院，表達了強
烈的合作意願，並表示東達沃國立大學希望
將中文列入學校外語課程選修目錄，中國華
僑大學與達沃雅典耀大學合辦的孔院也是他
們第一位中國合作夥伴。此次選修漢語課的
學生以菲律賓本土族裔為主，學生們對漢語
瞭解較少，但學習期待和熱情都很高。為保

證教學品質，本院為東達沃國立大學量身定
制了教學方案，目前中文課程以口語教學為
主。

菲律賓東達沃國立大學位於菲律賓南部
棉蘭老島東達沃省首府馬蒂市，是棉蘭老地
區一所重要的高等學府。這一中文教學點的
設立是本院在菲律賓南部拓展中文教學的重
要一步，也開啟了本院與菲律賓國立高校合
作的新篇章。目前教學主要採用線上授課的
方式，計畫今年8月本院將選派志願者教師到
任，實現教室課堂教學。

（圖片說明）上圖：東達沃國立大學線
上中文課堂截圖，下圖：孔院志願者老師正
在給東達沃國立大學學生上課。

怡 省 毓
僑 中 學 訊 ： 3
月13日（星期
一）上午，我
校董事長陳清
文先生、林肯
先生、潘新展
先生和新任董
事長黃種勝先
生前往菲律賓
華教中心，恭
領黃端銘主席
親自頒贈的十
臺「華教機器
人」，隨後林
峰主任跟我校
中文主任示範
如何使用「華
文機器人」。

「 華 文
機器人」是福
建省僑辦面向
海外華校研製
的，旨在緩解當地華文教師的不足。它內含
菲律賓華語1至12冊課本的教學內容，設有
語言學習應用模組和人機互動功能模組等，
是對本土化教材、教輔進行數位化、智能化
改進的重要舉措。2022年12月19日，第三期
《雲上會客廳．共話閩僑情》海外華文教育
視頻座談會在福州舉行，福建省僑辦在會上
向菲律賓華校贈送400臺「華文機器人」，黃
端銘主席代表菲方接受捐贈。

福建省是菲律賓華僑的主要祖籍地，
福建省僑辦長期關心支持在菲華校，為推動

當地華文教育高質量發展做了大量工作。此
次捐贈，有助於我們華校運用最新AI技術有
效提升華文教育資訊化水準，為講好中國故
事、增強中華文明影響力作出更大貢獻！

衷心感謝福建省僑辦、大使館總領事王
越參贊和菲律賓華教中心為此次捐贈做的大
量工作！

（圖片說明）上圖左起：林肯、潘新
展、黃種勝、陳清文、黃端銘、楊美美、洪
湄玲、劉統厚，下圖：怡省毓僑中學師生學
習使用華教機器人。

張文章名譽理事長慨捐
金曾鄉會教育福利基金

旅菲石獅金曾同鄉會訊：本會張名譽
理事長文章鄉賢為人慷慨豪爽，熱心社會
公益，對鄉務事業關愛有加，特於日前慨
捐本會壹佰仟設立張文章鄉賢教育福利基
金。仁風義舉行，殊堪欽式，敬領之馀，
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李有志獻捐
隴西總會文教基金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
中文書主任有志宗長，平素樂善好施，熱
心會務，關懷族運，愛宗愛族，特別對慈
善公益事業，絕不落人後。

日前捐來菲幣二十萬元正予本總會，

充作文教基金用途。
其之慷慨捐獻，嘉惠族裔，宅心義舉

行，仁德廣被，敬領之馀，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菲律濱莽原公所就職
李鴻銘捐洪門竹林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莽

原公所於三月十六日假豪門酒店舉行就職
慶典，本總團副監事長李鴻銘大哥榮膺理
事長，實至名歸，得人善用，功業可成，
莽原當興。

李鴻銘大哥平素慷慨豪爽，熱心公
益，交遊廣闊，長袖善舞謙恭仰止，堪稱
將才。

者番榮膺高位，即場慨捐本總團五
萬菲幣作為福利用途。仁風高義，值得贊
揚。謹藉報端，申謝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