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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時代
劉斯威

         我們的時代落下了帷幕
         如葉子歸了黃土地
         像雀兒找不到自個的巢穴
         在空中迷茫失措
 
         時光再一次追著青春歲月
         那同風一般割著疼痛
         心被一場雨澆得遍體鱗傷
         讓我們失去了美好年華
 
         我們的生活有了開端
         即使在遙遠的兩座城市
         陌生的呼吸聲
         也能在城市裡相互交融

一縷陽光照進房間
張君

         這時
         請讓我把一扇窗緊閉
         我怕一陣風吹過

         這縷陽光會散落而去
         我只是想把這過往的陽光
         安靜地留在房間一會
         這不是囚禁
         我需要借助它暖暖的手
         驅散無關緊要的事物
         比如黎明前
         那些黑暗的影子
         其實
         這縷陽光才是我醒來的證據
         一縷陽光能不能留住
         我是違背不了自然規律的
         那麼
         就讓它在我心裡亮著吧

柴門虛掩
崔向珍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是我很喜歡的

一首古詩。冬日的夜晚，風雪交加，有人自

遠方而來，在熟悉的犬吠聲裡，打開虛掩的

柴門，走進煙火餘溫尚存的茅草屋中，心裡

該是多麼的溫暖和踏實。這首寫景如畫的五

言絕句，對于我們這些鄉村孩子來說，詞句

樸實易懂，讀來特別親切。

我 初 讀 「 柴 門 聞 犬 吠 ， 風 雪 夜 歸

人。」時，從我們村西走到村東，柴門隨

處可見。粗細不均的樹枝，用細麻繩橫

捆豎綁，高約一米，安裝在黑漆漆的木門

外面，冬天再填充一些谷草，用來擋雞擋

鴨，擋風擋雪。

柴 門 既 然 簡 陋 ， 也 就 無 從 上 鎖 ， 只

能虛掩。夏天我們在村街上跑得累了，隨

手打開一扇虛掩的柴門，不管主人在不在

家，只管掀起門後面的水缸蓋簾，舀水解

渴。冬天農閒，母親和鄰近的奶奶大娘們

隨便敞開誰家的柴門，聚在一堆縫補聊

天，齊刷刷坐在溫暖的火炕上，她們好像都

是這家的主人。

風 雪 肆 虐 的 寒 冬 ， 沒 有 玻 璃 窗 沒 有

電，屋裡黑乎乎的，兩扇木門只能掩上一

扇，填塞了谷草的柴門上方，可以透進一些

光亮。一些面黃肌瘦的窮苦人，隔三差五地

站在柴門外面，小聲地討要乾糧。母親常常

推開虛掩的柴門，拉人進屋，坐在灶台前喝

一碗熱粥。或者是狠狠心拿一整塊玉米餅

子，遞給人家。那時候，我們的糧食根本都

不夠吃，我常常心疼地問母親，怎麼捨得送

人那麼多。母親笑說，但凡家裡還有一口吃

的，誰還頂風冒雪出來要飯，少一塊餅子我

們頂多餓一頓，但或許能救別人一條命呢。

因為地處油田腹地，我們的村裡來了

打井隊。一群群年輕的油田工人，一天天在

野地裡放線打炮，安裝抽油機。冬天晴好的

天氣，經常有幾個工人臥在我家向陽的草垛

邊曬太陽。母親看著這些常年奔波在外的年

輕人，很是心疼，就叫他們進屋裡烤火，或

者喝點熱粥，吃一塊熱乎乎的燒地瓜。看到

他們身上的衣服開了線破了口子，也會幫著

縫縫補補。時間長了，他們經常找機會幫母

親幹活。冬天天冷，田野裡一片寂寞荒蕪。

住在鐵皮房子裡的油田工人，晚上經常來我

們家烤火聊天，聽做教師的父親讀詩講古談

天說地。興致很高的父親，泡上一壺大葉子

茶，天文地理地聊，天天不帶重樣的。沒有

月亮的夜晚，他們歸隊時，哥哥總會為他們

點亮用白菜疙瘩做的煤油火把。推開虛掩的

柴門，父親站在院子裡，目送著他們越走越

遠，直到火把的光亮和天邊的繁星匯聚到一

起，父親才返回屋裡，心滿意足地收拾茶壺

茶杯。

柴門，鐵門，防盜門，一年年變換升

級。分田到戶，鄉村振興，美麗的中國夢，

我們的小村越來越富裕。走在我們村乾淨的

街道上，面對著明亮的樓房瓦房和雄偉壯觀

的仿古城樓城牆，我常常想起一扇一扇的柴

門，想起那些親切糯香的鄉村煙火。柴門終

究是尋不到了，可是村莊周圍的抽油機還在

不停地叩拜著大地。油田工人的值班室裡冬

暖夏涼，網絡遍佈，再也不用到處尋找那些

難得的溫暖和熱鬧之地了。

與新年同路
楊麗麗

穿越夏天的喧囂，秋天的繁忙，冬天的寂靜，新年正慢慢向

我們靠近，雪花，是一個頑皮的小精靈，在季節的風中展開六瓣

的思念，一朵一朵，飄飄灑灑，吐露出新年的芬芳。

在日月的輪迴裡，我們送走了過去的吉祥如意，迎來了現在

的鶯歌燕舞，在東方的曙光裡，高昂的雄雞啼聲嘹亮，展開五彩

繽紛的翅膀，照亮冬日的寂寞。人們整裝待發，鬥志昂揚，徜徉

在新年的光景裡，與新年同路，與陽光同行。

一年將盡，新年正緩緩向我們靠近，那些美好的祝福，從四

面八方湧來，一樹樹梅花，張開笑臉，走出季節深處的閨房，冷

傲的品質，讓所有人的眼睛發亮，一縷縷清香讓冬天也蕩起了春

意。時間正展翅高翔，陳舊的事物消失的無影無蹤，伴隨著新年

的腳步，我們的心敞亮起來，彷彿要在天地清明的開闊裡張開自

己的飛翔之翼。

新年的陽光帶著溫暖來到我們身邊，耀眼的光芒埋葬了舊日

的風塵，我們的天空正在閃亮，我們的山川河流正在日新月異，

我們的祖國正在蓬勃發展。一切往昔的辛苦和疲憊，都沉睡在深

夜寂靜的雪地裡，漫山遍野的枯枝野草正散發出蓬勃的力量。推

開歲月的門扉，在新年的腳步聲裡，我們重新出發去塗抹一副山

清水秀的畫卷。

生命是一場奇跡，每一步的跋涉都是一種沉澱，無論歡喜，

無論悲傷，舊年的往昔都埋葬在一場淋漓的大雪裡。城市在更

新，鄉村在發展，新年的到來叫空氣裡充滿了桃花的味道，昨天

的積雪在陽光的照射下慢慢隱退了身影，放慢前進的腳步，讓自

己安靜下來，面帶微笑，用一顆淡泊的心守住歲月的變遷，守住

一份淳樸的過往。

新的一年裡，不管是熱熱鬧鬧的鄉村，還是車水馬龍的城

市，都敞開了懷抱，傾倒出更多的喜悅和歡愉，張燈結綵的街

道，熱氣騰騰的炊煙，都在漸融的冰雪裡，都在漸暖的陽光裡，

等待花開，等待春天再一次燦爛。季節的風吹動了節日的風鈴，

美好的祝福奔跑在祖國的大地上，踩醒了萬物蟄伏的夢境，我們

一起滑動時光的巨漿，迎著風雨楊帆遠航。

歲月是一條流淌的小河，帶走了一季又一季浮華，前行的路

上充滿坎坷和驚喜，從春花到秋實，從青蔥爛漫到成熟穩重，在

不停變化的歲月裡，我們送走了往昔的辛勞苦痛，迎來了新一年

的黎明曙光，最鮮艷的色彩照亮了節日的祝福，遙望雪花飄落的

原野，那些美好的祝福都變成了六瓣的花朵，緩緩的盛開在天地

之間。

新一年的時光，生命的篇章被重新打開，花紅柳綠，河開

燕來，錦繡山河的壯麗讓無數的生物在回歸的溫暖裡敞開了自己

的心扉。我們祖國的四面八方都充滿了新年的希望與歡樂：回歸

故鄉的遊子，翹首以盼的母親，活潑可愛的孩童，慈祥和藹的老

人……人們都被新年的團圓和熱鬧，鼓舞著充滿生活的力量。

新的一年，一切與往昔相關的疲憊和幸苦都在燦爛的煙花裡

消失殆盡，漸漸甦醒的美好之聲為我們的明日帶來一份平安和祝

福。東方報曉的雄雞，給我們帶來了美好的祝福。打開新年的扉

頁，我們懷揣夢想和希冀，策馬揚鞭馳騁在綠色的曠野上，馳騁

在天地開闊的春光裡。

過去的時光裡我們經歷了繁花，經歷了落葉，經歷了失敗，

經歷了喜悅，經歷了低谷，經歷了寒潮，也經歷了從青春年少走

向成熟穩重，而日子還在緩緩的流淌，歲月還在悄悄的變遷，新

的一年新的開端，我們應該心懷善念，感恩陽光，走好屬於自己

的一步又一步。

莊忠平捐
錦繡莊氏宗親總會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　本總會董事忠平宗先
生、名譽理事偉鵬、季鵬賢昆仲令先慈莊府陳太夫人謚秀
容，不幸於年初逝世，駕返瑤池，同深哀悼。忠平宗先生賢
昆仲秉承庭訓，守制期間，仍熱心公益，不忘宗族福利事
業，特捐獻菲幣拾萬元，充作本總會福利基金，仁風義舉，
謹藉報端表揚，並申謝忱。

莊忠平捐
青陽希信聯誼會

菲律濱青陽希信聯誼會訊：本會副理事長忠平宗先生令
先慈莊府陳太夫人謚秀容，不幸於月初逝世，寶騖星沉，軫
悼同深。

忠平宗先生賢昆仲秉承遺訓，哀痛之餘，不忘公益，特
捐獻菲幣拾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謹藉報端表揚其仁風
義舉，聊表謝意。

謝振南逝世
和記訊：僑商謝振南老先生（原籍福建省龍岩市適中鎮

合溪村）亦即謝志彬、志成、凌凌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
二一年一月十四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
壽七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擇訂一月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五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劍網2020」專項行動十大案件公佈
       新華社北京1月15日電 國家版權局、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15日公佈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劍網2020」
專項行動十大案件，涵蓋圖書、影視、音
樂、遊戲、軟件、圖片等作品類型。
　　據介紹，「劍網2020」專項行動於2020
年6月啟動，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社會輿論關
注的網絡侵權盜版問題和侵權盜版多發的重
點領域，各級版權執法監管部門加大監管力
度，重拳出擊、集中整治，嚴厲打擊視聽作
品、電商平台、社交平台、在線教育等領域
侵權盜版行為，著力規範網絡文學、遊戲、
音樂、知識分享等平台版權傳播秩序。行動
期間，共刪除侵權盜版鏈接323.94萬條，關閉
侵權盜版網站（App）2884個，查辦網絡侵權
盜版案件724件，其中查辦刑事案件177件、
涉案金額3.01億元，調解網絡版權糾紛案件
925件，網絡版權秩序進一步規範，網絡版權
環境進一步凈化。
　　——江蘇淮安「2·22」銷售侵權盜版圖書
案
　　王某未經權利人許可，委託李某某印刷
侵權盜版圖書59種、共計929314冊，運至其
租賃的北京倉庫和淮安倉庫儲存，後通過
網絡對外銷售，涉案圖書碼洋9000余萬元。
2020年11月，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
侵犯著作權罪判處兩被告單位罰金各50萬
元；判處王某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300萬

元；判處李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並處
罰金260萬元；判處其他被告人有期徒刑緩刑
並處罰金。
　　——上海「3·12」涉嫌制售侵權盜版圖書
案
　　牛某某等購買《四五快讀》《DK博物大
百科》等正版圖書，委託他人翻印成盜版書
後銷售給陳某某等，陳某某等通過微信公眾
號銷售牟利。專案組抓獲犯罪嫌疑人10人，
搗毀制假窩點3處，查獲侵權盜版圖書20余萬
冊，涉案金額1000余萬元。
　　——河南開封譚某某等涉嫌銷售侵權盜
版教輔案
　　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公安局從一條微信
網絡購書線索入手，深挖出一個涉及多省市
的印刷、銷售盜版教輔圖書犯罪網絡，抓獲
犯罪嫌疑人21名，查扣印刷生產線6條、機器
設備53台、印刷紙張176噸，繳獲圖書7萬餘
冊，涉案價值6000余萬元。目前3名主犯已被
批捕。
　　——廣東江門楊某某等侵犯影視作品著
作權案
　　楊某某、王某未經權利人許可，將侵權
影視播放鏈接放至網站供用戶點播觀看。此
外，楊某某聯繫勞某某等到江門地區多間影
院盜錄最新上映的《攀登者》等院線電影，
放至網站供用戶點播觀看。2020年9月，廣東
省江門市新會區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判

處楊某某有期徒刑緩刑，並處罰金13萬元；
判處王某有期徒刑緩刑，並處罰金16萬元；
追繳二人違法所得。
　　——遼寧丹東蘇某等涉嫌銷售侵權盜版
教學課件案
　　2020年5月，根據報案線索，遼寧省丹東
市公安局振興分局從蘇某處查獲涉嫌侵權盜
版教學課件1萬餘部。經進一步調查，發現浙
江黃某通過互聯網蒐集、購買侵權盜版網課
視頻共計10萬餘部，通過其開設的微店將侵
權盜版課件銷往10多個地區，涉案價值500余
萬元。
　　——江西南昌「0791DJ音樂網」侵犯音
樂作品著作權案
　　龔某某未經權利人許可，在互聯網上下
載大量音樂作品，提供在線收聽及下載服
務，點擊數1881余萬次，註冊會員人數640
人，充值金額近3.37萬元。
        2020年11月，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區人
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判處龔某某有期徒刑
三年，並處罰金6萬元。
　　——安徽滁州程某某等涉嫌侵犯軟件著
作權案
　　程某某、王某為非法牟利，購買他人擁
有著作權的數控系統後將芯片拆解，聘請陳
某某破解芯片內部程序，將破解後的程序植
入空白芯片內，並與其他零部件組裝成數控
系統、伺服驅動器後在淘寶、微信等網絡平

台銷售。2019年1月至今，共銷售侵權數控系
統4000余台，銷售金額1000余萬元，非法獲
利100余萬元。
　　——湖南嶽陽「3·25」侵犯網絡遊戲著作
權案
　　陳某、周某利用非法獲取的軟件源代碼
架設遊戲私服牟利，後章某加入，3人非法
運營「皇家天龍」「劍雨天龍」和「獸血天
龍」3款私服遊戲，非法獲利超過1000萬元。
2020年10月，湖南省岳陽市岳陽樓區人民法
院以侵犯著作權罪分別判處3名被告人三年至
一年六個月不等有期徒刑，沒收違法所得，
並處罰金合計954萬元。
　　——北京優宇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侵犯
著作權案
　　2018年11月至2020年9月，該公司未經權
利人許可，通過其經營的App向公眾傳播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非法經營額5148.4
元。2020年10月，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
總隊對其作出沒收違法所得、罰款3萬元的行
政處罰。
　　——上海犀光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侵犯攝
影作品著作權案
　　該公司未經權利人許可，通過其經營的
網站向公眾傳播中超足球比賽攝影作品257
張。2020年12月，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執法
總隊責令當事人停止侵權行為，並作出罰款
15萬元的行政處罰。

上海宣判中國首例涉「洋垃圾」公益訴訟案
　　新華社上海1月15日電 上海海關15日宣
佈，由海關直接參與的全國首例涉「洋垃
圾」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在上海市高級人民
法院終審宣判。
　　根據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
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
上海高院判處涉案公司及相關人員共4名被告
承擔相關固體廢物的無害化處置費用。
　　據介紹，涉及此案的相關公司和人員因

走私國家禁止進口的300余噸銅污泥固體廢
物，被上海海關緝私局立案偵查。
       經評估，這批「洋垃圾」含有大量重金
屬，因無法退運，須由具備資質的專業公司
進行無害化處置，處置費用超過105萬元人民
幣。
　　上海海關緝私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於
查獲的「洋垃圾」，海關優先退運，因故未
能退運的需要在國內作無害化處理。

        以往，這筆處置費用往往需要由海關或
地方政府支付，上海高院宣判的全國首例涉
「洋垃圾」公益訴訟案。
        首次以司法判決形式明確走私分子應
承擔固體廢物的處置費用，大大提高了其違
法成本，對「洋垃圾」違法行為更具震懾作
用。
　　據了解，在全國首例涉「洋垃圾」環境
民事公益訴訟案宣判之前，上海市高級人民

法院已對涉及此案的企業和人員作出刑事判
決。
       以走私固體廢物罪判處涉案企業罰金20
萬元人民幣，對相關人員處以緩刑至有期徒
刑4年的不等刑期，並處以罰金5萬元至30萬
元。
　　據統計，2020年，上海海關共退運固體
廢物243批次、10393.3噸；無害化處置9批
次、157.2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