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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強 醺人

《愛月夜眠遲慢•紅徹元宵》
～向酒泉、西昌、文昌站舉杯致敬～

                       瑞氣中州，況遇元夕慶，分外恢隆。
                       救生旗艦，公療止疫，黎民造化宸衷。
                       文昌現代鳶箏，酒歌穿徹玄穹。
                       五星輝、廣寒顛，衛視形影搖紅。

                       無悔盜藥昇霄，有回航五號，大巧施工。
                       旅途輕快，噴射動力，超越后羿籐弓。
                       多邊訊息精傳，同瞻火樹燈籠。
                       送湯圓、月宮享，感戴盛世交通。

返步奉和
醺人兄《愛月夜眠遲慢•紅徹元宵》/逸峰

                       皓月當空，恰壯牛履任，寰宇靈通。
                       首圓佳節，民間吉慶，傳香美食蒸籠。
                       燈謎預兆豐年，盡歡簫笛弦弓。
                       太空遊、讚嫦娥，宇宙航道神工。

                       華夏國運興隆，正光芒萬丈，旭日輝紅。
                       善營經濟，奮鬥發展，功效震撼蒼穹。
                       神州抗疫扶貧，完成革命初衷。
                       下湯糰、放煙炮，百姓富庶昌隆。

終於等來了中國疫苗
菲律濱食品和藥物管理

署2月22日宣佈，正式批准
給予中國科興公司生產的新
冠疫苗緊急使用許可。這是
菲人民及華社的福音，是菲
律濱抗疫戰疫走向成功之路
的一線生機和希望。

疫情給菲律濱帶來深重災難，經濟重
創，民生深受其害，有目共睹。疫苗的獲
批，給菲律濱經濟重新煥發活力、人民恢復
正常生活帶來曙光。

中國科興新冠疫苗三期臨床試驗時間
最長，試驗人群最多，接種人數居世界首
位，是一款沒有發生過重大反應，安全性位
居前列的疫苗，其生產速度同時也是世界認
可的，現實必須正視。

這是菲華社會期盼已久的疫苗終於等
到了，中國駐菲使館和華社抗疫委，應繼續
發揚在疫情之際，關愛華社，服務華社難能

可貴之精神，發揮各自優勢，共心同德，同
心協力，為華社僑民們如願以償接種中國科
興新冠疫苗，各司其責，各盡所能，實現僑
胞期待已久的願景，功德絕對無量，可歌可
頌！

在世紀疫情之時，使館和華社抗疫委
想華社之所想，急華社之所急，力所能及地
為華社解決許多現實的問題，在華社的危難
時刻，付出了不為人知的艱巨努力，體現了
使館和抗疫委以人為本，大愛無疆之精神，
菲華人心懷感激，感恩不盡，願華社以使館
和抗疫委為榜樣，揚長避短，把這種患難見
真情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懷，在今後的歷史
長河裡，時時刻刻予以發揚光大，造福下一
代。

這是僑民們夢寐以求和刻骨銘心的時
刻，相信在使館和華社抗疫委的共同努力
下，願望會不期而至，還原菲國及華社靜好
歲月！

阿得

風花雪月覺是夢
人生得意醉春風
不知為什麽，這兩年內

心只有一個「空」，什麽也
提不起趣味，也許是因為姊
和母臨終的霎那驚恐，以及
神魂的顛簸，人為什麽會死
亡一直縈繞不去，我的媽被
我葬在土裏，使我這五年一

直心絮不安。上次侄女的婚禮，她們對我
的微笑，我也給她們的祝福，畢竟曾經的
小手，我還是那麽的疼惜，不敢相信生命
會是如此的蒼促忙急。姊也死了，媽也走
了，人生的意義也在太陽之下融化了。一
屋的紙張，是我自己感覺的成就，那是我
的美術作品及草稿，曾經去計算約有七千
張，我說活著就感恩，這幾年在身邊倒下
去的朋友不計其數，內心的驚慌無法休
止。人生的快樂，會是短暫的，我討厭那
些無端的爭吵及評論，大家的緣份，百年
就那麽短暫地過去了。我思念的人，到底
又有幾個變成腐臭屍首。

我有朋友，以前也是喜歡寫作，現
在才七十幾歲。他告訴我，拿起筆那些文
字都忘記了，寫不出來，蒼促的生命，竟
然真的這麽的蒼促。孩子養大了要將你火
化掉，我哽咽自己的情緒說不出話來。每
天躺在床上，傻傻地想到自己快要昏厥。
再過百年，自己是否也同樣被埋葬，那麽
快。活著就感恩成了自己每天說的那句
話。不要死，是我對每個人的祝福。我睡
在床上，企圖去說服自己不要驚慌。努力
綢繆的姊賺到的都要留在世上，她空空地
躺在墳墓。我喜歡唱歌，唱出自己的情
懷，唱出自己的愉悅唱出自己的喜怒哀
樂。莫名的感慨，多少人焚燒掉自己的父
母，生命也就變得毫無意義，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努力去經營竟然毫無意義，這
年來已有多少富豪被焚化掉，成灰了。我
又如此驚恐失措地概歎。我思念的母親她
走了。拿著彩筆對自己說，幸好沒有結婚
生子，要不然，將來又有人死掉要去「負
責」。有朋友對我說，他兒子肚子疼，兒
子學業不好，兒子找不到職業……我回
答，如果你沒有將他生出來，這些問題也
就完全不存在，因為有性慾，才會産生不
少的問題，百年很快就過去，很多問題也
就不再問題。正如我以前對母親說，每月
拿八千供房子，現在我有三千萬的房子足
以優豁地存在，八千元養孩子是不夠，要
向他拿三千萬更是發夢。你養的孩子會將
你「火化」掉。我滿足了自己的幸福，從

來沒有埋怨。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還沒一百

年，相繼黃泉去。送了五十多次殯的我，
開始感受到生命的蒼促和短暫。正如我多
次望著朋友的「倒下」，也無法忘記母
親死去的那一刻。我每天都驚惶著自己
的情緒。更加討厭那些毫不友善的咆嚎。
多少次見報，一些女人為了兒女的問題而
自殺，如果沒有結婚生子，也就根本不存
在問題。生命很笨，笨到為了別人的精
蟲而自討煩惱，活著是天賜之福，沒有問
題是大慧之人。輕藐的人性不願意去欣賞
別人的成就，我多次感歎人與人之間的不
融洽，我已開始懷疑這些精蟲的放浪，但
是我還會堅持自己五百年後的成就，那是
美術與書法的練習，希望傳承多一點的自
豪。棺材裝了多少好朋友的喜怒哀樂，身
邊的朋友也會在百年之後一個接一個死
掉，看破紅塵令自己更加舒坦。殯儀館在
等待他們的生意。我疲倦地望著勞累的生
靈，樂此不疲而不知老之將至。我空空地
望著自己淩亂的房子，想念可憐的母親離
棄的那刻，真的很想再哭泣。我的彩筆會
一直陪伴自己，直到死去。幾千張的美術
成了自己對生命的交代。但卻不能在母親
前炫耀自己的成就。每天都想找朋友陪我
唱歌，欣賞我天籟的音律，幸好前年蘇浙
那些小師妹蒞臨，見證我一直自豪的音
律，去年又有蔡天津伴我在自由大廈飆
歌，今年若非是疫情，我還期待有更加愉
悅的片刻。到底生命的意義是怎麽的一回
事已再不重要了。所希望的是大家都很健
康不要死去。也不要時常罵人，包括給罵
得很多的蔡英文和特朗普，活著沒有壞
人。兩岸分治是毛澤東和蔣介石的事。後
人都不關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再多百年什麽也不是。會和我母親一起，
見了上帝。見不到母親生命變得毫無意
義。快樂成了過去。只要沒死，感恩要說
萬次。

以前開店的貨物堆滿房裏，懶得去
理，想開店將貨售又找不到忠實人士，曾
經被騙多次，心有餘悸，毫沒道理。天天
在美加廣場走來走去，心想空曠地方很
多，如果開闢美術展館，會是好事，一定
支持，教堂旁的空地，浪費可惜，想想可
以。新年又蒞，只可惜疫情尚熾，萬事不
宜，農曆新年的氣氛完全失去，不能唱歌
書法，真沒意思，若能寫字，我阿得必定
趕工，再展大字，共慶春時。

大灣區之聲

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
「完善『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
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
2月22日在北京舉行。全國政
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講話中
表示，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20年度述職時指
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
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對香港回
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高度提煉，
是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深刻揭示，為
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持香港
長治久安指明了方向。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國策和
制度體系從一開始就包含的核心內涵、前提
條件和應有之義。早在1984年6月，鄧小平
同志就明確提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
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
治理香港。要實行「港人治港」，就必須堅
持「愛國者治港」；堅持「愛國者治港」，

「一國兩制」才能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可以
說，沒有「愛國者治港」，就沒有「一國兩
制」。

「愛國者治港」不僅是香港回歸祖國
這一歷史巨變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現實需
要。香港回歸祖國23年來，「一國兩制」在
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
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不利於「一國兩
制」順利實施甚至有違「一國兩制」方針、
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現象和問題。
近年來，部分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
進分離勢力通過各類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
理架構，利用這些平台散播「港獨」主張，
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肆
意阻撓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
福祉。他們為了一己政治私利，不惜讓全香
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勢力的種種
惡行，讓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也越來越深切地
意識到，在「愛國者治港」這一大是大非問
題上正本清源是當務之急，把「愛國者治
港」這一根本原則落到實處是共同責任。

曹征強

微信拜年親情依舊
今年異鄉過年，可把

母親愁壞了！
我孩子剛剛出生，母

親一直牽掛著她兒媳婦，於
是年前從千里之外的老家趕
到北京來幫忙。母親一直生
活在鄉下，習慣鄰里的家

常理短，喜歡過年時一家人的熱熱鬧鬧。
往年在家，大年初一都要給親戚朋友拜年
送祝福。今年疫情還未過去，各地提倡就
地過年，母親看了很多新聞也能理解國家
的良苦用心，所以答應在北京過年。可能
還不習慣都市的冷清，可能不放心家裡的
老人，每天母親都要嘮叨：「我不在家過
年，爺爺奶奶怎麼辦呀？外公外婆又要怪
我沒去拜年喲！」我們聽了，急在心裡，
特別是我愛人感到格外內疚。

同事提醒我，可以微信拜年，這樣
老人的牽掛會少些。於是，我把這個想法
給母親說了，沒想到母親聽後犯了難，疑
惑的說道：「微信我不會弄呀，家裡老人
也沒有微信呀？」我覺得也是，挺不符合
實際。在我一籌莫展時，愛人過來說道：
「可以讓年輕人開微信視頻，這樣就能視
頻拜年了。」頓時，我心花怒放，我怎麼
沒想到呢？我把這事給母親一說，母親將
信將疑，但也很高興。

看著母親臉上擔憂漸漸消失，笑容重
現，我和妻子的心落回了肚裡。藉著年前
幾天，我和妻子每天給七大姑八大姨打電
話，問微信號，加微信，微信好友一下子

暴增到2000多人。
大年初一，按照老家的習俗，鄰里

鄉親、親朋好友要相互拜年。母親早早的
起來了，梳頭洗漱，穿著我愛人挑的新衣
服，坐在客廳沙發上等著給千里之外的親
戚拜年。我採用投屏的形式，早早將畫面
放在電視屏幕上，起初母親還有點靦腆，
不時的問我衣服穿的對不對呀，頭髮紮好
了沒有呀……

萬事俱備後，我第一個將微信發給
大伯，畫面上是兩個頭髮雪白的老人，也
就是我的爺爺奶奶，老人看到我們一家，
格外高興，一個勁的問母親來了習不習
慣，孩子怎樣？充滿了關心，我和妻子聽
了，感到幸福滿滿。我和妻子對著畫面齊
聲說：「爺爺奶奶，我們全家給您們拜年
了，祝您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接著
我又給大舅發微信，一下子就接通了，母
親和舅舅寒暄了一會，舅舅緊接著問寒問
暖，像極了小時候走親戚那種親情的味
道。母親說完，我和妻子一起拜年送祝
福。一個一個微信視頻後，母親都是樂呵
呵的。拜完年，我問母親，為什麼千里之
外也不忘拜年？母親語重心長地說道：
「逢年過節都要走親戚，這是傳統，也是
真理。親戚要走才會親，老死不相往來就
是陌生人！」

的確，有些親戚我從來沒有見過，有
些是小時候見過，長大了沒印象，有些是
非常熟悉的，經過微信拜年，簡單寒暄，
好像都還在身邊，從來沒有遠離。

劉玉傑

誰說梅花沒有淚
說起梅花，就讓我想

起小時侯的玩伴，她叫柳寒
梅，長得就像她的名字一
樣，如梅高雅，冰清玉潔，
美裡透著高冷，只有笑起來
才能看出她溫柔的美麗。她
的玩伴並不多，沒事時，我

們倆總會黏在一起，她喜歡看書，我也喜歡
看書，有一天，柳寒梅拿著一本書風風火火
的來找我說:「這本書可好看了，裡邊的金
環，銀環，還有楊曉東深深的打動了我，你
看看就知道了。」這是一本李英儒的長篇小
說《野火春風都古城》我愛不釋手的翻看
著，我說，我需要看很久才能看完，她笑著
說，你慢慢看吧，這本書就送給你了。就這
樣，我們經常在一起看書，滑冰，一起勾衣
領，學織毛衣，就連去百貨買東西她都要叫
上我。

北方的女孩子對梅花情有獨鍾，每到
過年來臨之前，都會親手做幾隻梅花，插在
瓶子裡來裝點屋子，其實，製作的方法也很
簡單，準備好紅白各倆只蠟燭，再去找幾支
樣式尚好的枝條，把枝條修剪好自己想要的
形狀，點燃蠟燭，把蠟油滴在枝條上，趁
熱用手一捏，一朵梅花就做好了，以此類
推......沒多久，一束紅梅，一束白梅就做好
了，然後，把它插在瓶子裡放在櫃子上或窗
台上非常好看。可柳寒梅做的幾乎都是白色
梅花，她說，她喜歡白梅，是啊，就像她人
一樣淡雅而高貴。初中畢業以後，由於生活

的游離，我們各奔了東西。每一個蕭索寒
冷，令人眷戀的季節，我都會想起她，真想
在做一束白梅送給她。我也很愛梅花，愛她
的風骨，愛她的雅潔，愛她的芬芳，愛她的
月色黃昏裡的一剪梅。牆角數枝梅，凌寒獨
自開，遙知不是雪，唯有暗香來，這樣的梅
總會讓我有一種思念。

三年前剛來母親家照顧母親時，有一
次在公園裡碰到了柳寒梅的老母親，我們聊
了很多很多，當問道柳寒梅時，老人哽咽著
說，在她二十三歲那年得白血病去世了，我
聽後如雷轟頂，怎麼會這樣呢？在我看來，
她那麼美麗，一定是個有福氣的女人，還沒
有品嚐愛情的甜蜜，她就這樣的走了，我怎
能忘記，她雪中巧麗的清顏，蘸著嘴唇翻看
書本的樣子，還有在一起製作梅花的點點滴
滴。耳邊突然想起那首梅花淚「誰說梅花沒
有淚，只是不與群花斗芳菲，默守心中所
愛，癡等雪花舞，誰說梅花沒有淚，只是不
讓蜂蝶吻花蕊，躲開三季，淚凝花枝只等雪
來抱。」生命的無常，讓我更加珍惜身邊的
人和事。

一本書，一束梅，已成為我永恆的記
憶，寒梅剪剪，冰雪冷冷，寂寞開無主，一
任群芳妒，素瓣盈香的蕊，低眉嬌羞的朵，
那婷婷又婀娜的芬芳，不失綻放的凌厲，無
意謝去的從容，哪怕凋落成泥，哪怕碾做
塵，哪怕繁華散盡，她淡雅的清香永存人
間，就像每一顆滴下的蠟油，何嘗不是梅的
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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