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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柳鎮剪影
覃敏善

                二月的柳鎮，
                早晚還有些輕寒
                車開了。出發。
                收拾好行囊
                路，就加長一些，
                架不住
                日子變幻著顛簸，
                老母親的嘮叨
                我的回望，
                越翻越薄
                古老的紅水河
                在故鄉的村頭
                蜿蜒流過，
                沿河兩岸的溝子裡、
                山坡上一塊連一塊，
                一層接一層的黃土地
                起伏連綿，
                把故鄉的山野和村莊
                牽連在一起。
                無聲無息地編織著
                農家人的希望與夢想
                二月的早晨，
                巴樓山，百馬碼頭
                在白霧茫茫的世界裡
                安靜如睡
                沉重不堪的渡輪，
                被河風吹響
                像一座移動沙丘
                承載沉悶雷聲
                混濁的河上
                吃力地航行
                木棉花
                點燃了漫山
                遍野的燦爛
                點亮老家窗口的燈火
                冰冷的扶手，
                支撐生活的命題
                把我凝固成
                一枚孤苦的落葉
                貼在故鄉的額頭
                風會記住
                每一朵花的香
                每一株小草的真
                一隻腳踏出對大地凹凸
                不平的顛簸和抱歉
                走向
                平靜的紅水河，懷抱
                一顆暖春之心，
                一條河的力度
                勒緊逃離者一生

尋一群鳥  
赴一樹櫻桃之約

關峰
一群鳥兒彷彿約好在一棵成熟的櫻桃樹

上，紅櫻桃酸酸甜甜的味道是鳥兒的最愛。

孫子出生那年，我們認領了生長在濕地公園

的這棵櫻桃樹，算算也六年了。每年都要來

幾次，看它開花、看它結果、看它成熟、看

它被鳥兒吃的樣子。守著一樹櫻桃紅，櫻桃

熟了的訊息被鳥兒傳遞著，一樹菲紅成了鳥

兒的舞台。孫子忙喊我：「爺爺，快來吃櫻

桃，馬上讓鳥吃完了。」

六歲的孫子讓我帶他去濕地公園，他

也喜歡看櫻桃被鳥兒吃的樣子。沙穎河大堤

上幾位老太太拿著竹竿對著掛滿櫻桃的樹再

喊，與其說老太太是在驅鳥，不如說是催

著櫻桃快熟。一日一日的喊聲，櫻桃從青

澀被喊到殷紅，喊走了黃昏，喊來了收穫。

看著紅紅的櫻桃，不免想起了歐陽修《再至

汝陰三絕》詩中寫的那樣：「黃栗留鳴桑葚

美，紫櫻桃熟麥風涼。」老太太用不太有力

的手揮動著長長的竹竿，竹竿頭上拴著長長

的紅布條，喊聲映著紅布條把饞嘴的小鳥驅

走。如果不驅鳥，這一群一群的鳥會把樹上

的櫻桃吃掉或嚼爛，造成當年收入減少。

《太和縣志》記載：櫻桃在太和境內栽培歷

史悠久，早在唐宋時期，這裡的櫻桃已經為

人重視了。以沿沙穎河兩岸二里許最佳，往

時有桃脯貢，阜陽、太和六年輪貢一次，稱

上品。太和縣沙穎河兩岸土地肥沃、氣候適

宜、盛產櫻桃，被稱為「櫻桃之鄉」。太和

櫻桃上市時間在每年的4月下旬到5月初，目

前多分佈在沙穎河沿岸、太和濕地公園周邊

區域。成熟的櫻桃色澤紅艷、玲瓏剔透，如

同瑪瑙似的掛滿枝頭，處處乃一片果實纍纍

的景象。

孫子問我，鳥兒為啥喜歡吃櫻桃？我在

解釋著。年邁的老爺爺也參與了驅鳥，他們

用不關風的嘴喊著，雖喊的不太給力，但也

能把鳥趕走。鳥走了，老爺爺也笑了，那張

沒有幾顆牙齒的嘴笑得很愜意。太和櫻桃幾

乎囊括所有中圓形櫻桃的9個品種，分早中

晚熟三類。太和櫻桃具有肉質細膩、營養豐

富、味道甘美等特點。著名品種有大鷹嘴、

金紅櫻桃、二鷹紅仙桃等。櫻桃不僅果實艷

麗動人，而且營養豐富。大鷹嘴，是太和櫻

桃的主要栽培品種。金紅櫻桃又是太和櫻桃

中有名的品種。這個品種具有適應性強，產

量高，色澤鮮艷，汁液較少，含糖量高的特

點，宜于加工乾果。太和區域種植的櫻桃約

2600畝，10萬株以上，畝產收入1.5萬元。

孫子問我，鳥兒吃了櫻桃會長得更美

嗎？我點點頭。放學的小夥伴也幫助趕鳥，

個個小嘴只適合去吃紅紅的櫻桃。他們相信

爺爺奶奶會把櫻桃喊紅的，因為他們知道

老人們不停地喊，櫻桃才一天一天紅的。

櫻桃，屬薔薇科落葉喬木，生命力極強。土

壤、水源、肥料充足即可生長，被稱為「果

之珍品」。成熟時顏色鮮紅味美形嬌，紅的

燦燦、紅的似火，是大家公認的美容佳品，

醫療保健價值高，酸酸的甜甜的味道沁人心

田。在櫻桃園中，瀰漫著清甜與純美，使人

迷戀，迷在其中，醉在其中，滿滿的收穫讓

你忘乎所以。

又是一年櫻桃紅，只需要留一份好心

情，去看一群鳥吃一樹櫻桃。這是什麼感

受？你不身處此景是無法領悟的。櫻桃染紅

了季節，櫻桃紅了，心兒醉了，每一抹櫻紅

中孕育一縷芬芳，紅紅的櫻桃牢牢的繚繞著

我。把時空拉得好長，把一份櫻桃的記憶種

在溫暖的心裡。

凡人記
裴東昇

 個性與耐性
 這一幕又一次浮現在眼前，覺得滑

稽，遂記錄如下：
是在縣城的十字路口，數尺之間，兩

輛計程車相向對峙，像兩頭蓄勢待發的鬥角
的公牛；兩個司機各自斜依在車頭的一側，
傲然地叼著煙，全然是一副誰奈我何的架
勢。

行人見狀，多是默然一笑，搖搖頭便
走了；也有人停下了匆忙的腳步，抱著胳膊
玩味起來。不是冤家不聚頭，有意思！

個 性 與 耐 性 在 這 裏 得 到 了 經 典 的 結
合。沒有個性，兩個司機不會這樣各執一理
而寸步不讓；沒有耐性，他們也不會這樣曠
日持久地拼毅力。

粗人
一天，是去妹妹家。吃飯時，妹妹覷

見我碗邊幾塊骨頭，說，你看，怪不得五孬

子說，你啃骨頭沒有姐夫啃得乾淨。妹夫尷

尬地一笑，你看你看，怎麼忽然說到這個

呢！

五孬子是妹夫葉明兵的雅號，他是個

粗人，誰都這麼認為。可我還真沒想到，他

不知什麼時候竟然注意到我啃的骨頭了，而

且還拿我和姐夫作了比較。妹夫感慨地朝我

說，你沒過過苦日子，不像姐夫。

 江西老表
候車廳一角，一男子席地而坐，手中

持有一把半舊的紫紅色二胡。優美的琴聲讓

從他面前匆匆而過的旅客時時駐足，俄爾，

又依依離去。他約莫四十五六歲，面色黑裏

泛黃，平短的頭髮大半已呈棕紅，讓人感覺

到一種苦難和滄桑。

從他膝前鋪展著的一方僅如手帕大小

的白布上，我讀懂了他的不幸。他家居江

西，舉家五口。不久前，一場水劫使他家房

倒屋漂，稚子溺水而亡……

那方小小的白布上零星地散落著十幾

枚硬幣。奇怪的是，他的雙目總是那樣似睜

似閉，嘴唇也是緊緊抿著一種漠然和孤傲。

他的琴技不錯，從《江河水》到《二

泉映月》到《將軍令》，一曲接一曲地不斷

地拉著。他的琴聲好像只是為了訴說和傾

洩，其餘並不重要。偶爾地——其實很不

引人注意——他向給他投硬幣的旅客點點

頭——只那麼微微地點一下，連一聲「謝

謝」也決然不說。

我俯下身去，將一張五元紙幣鄭重地

放在那方白布上。忽然間，我彷彿感到，他

那棕紅的短髮是那樣的錚錚有力，咄咄逼

人！

 船上
 在人們昏昏欲睡的慵懶中，一曲《流

浪歌》悠然響起：「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

親愛的媽媽……」

循聲望去，一女孩娉娉婷婷地立在船

中的走道上。她白淨的臉上，一雙明眸熠熠

生情；一襲潔白的長裙，猶如盛開的雪蓮。

不識時務！賣唱的女孩，都什麼年代

了，你做什麼不行？或者你什麼不做也行！

幹嗎到這裏來倒我們的胃口？

我鄙夷地想，目光卻一直未能從她身

上移開。在這隻船上，此刻，實在沒有什麼

可供我們來消遣了。

女孩唱著，腳步開始移動，從船頭到

船尾，從船尾又到船頭。她沒有賣嬌獻媚，

沒有乞哀求憐；她微微綻開的笑容裏，甚至

還含有幾許羞怯，連嗓音也是那樣含苞待

放。

跨越千里的「握手」，情深意重的「魯港篇章」如何寫就
100年前，首批50名山東同胞從威海衛渡

洋遠赴香港，開啟了香港歷史上的「魯警時
代」，這是近代山東與香港最早、最直接的
聯繫。

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山東與香港地區
的聯繫也步入了嶄新階段，雙方的交流互動
涉及從經濟到文化、從民生到教育的各個領
域和層面。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迅速崛起與
山東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戰略規劃的實施，
雙方將迎來更加激動人心的合作機遇，也將
留下地區間交流濃墨重彩的一筆。

至誠：兩地交流廣度和深度不斷提升
近年來，山東與香港之間持續加強高層

交流，積極挖掘互補性優勢，魯港交流合作
的廣度和深度正不斷提升。

2020年2月25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出席了
山東省重點外商投資項目視頻集中籤約儀式
並發表致辭。他提出：「希望雙方充分發揮
各自優勢，互補合作、互利共贏，魯港合作
一定會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近些年，山東省委、省政府高層領導多
次前往香港，參加經貿交流活動，香港特區
政府高層人士亦數次到訪山東。2009年起，
山東在香港連續舉辦了十屆「香港山東周」
活動，這成為集中展示山東和香港比較優勢
的盛會，形成了濃厚的開放氛圍和鮮明的開
放導向。

2018年與2020年，山東先後舉辦兩屆儒
商大會，邀請海內外數千名各界人士共敘儒
風鄉情、共商發展大計，其中第二屆大會專
設魯港合作線上推介活動。2020年，面對突
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山東助力港資企業
落實防疫安全措施和復工復產，幫扶相關企
業解決難題，使規模以上港資企業復工復產
率先達100%。

2021年3月，山東又集中推出深化與港
澳台地區交流合作的九條政策措施，支持香
港金融機構到山東設立分支機構、投資參股
地方金融機構，支持港資企業參與山東國有
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港資企業在山東
投資設立養老機構等。山東展示出的至深誠
意，得到了香港眾多企業的積極回應。

香港是亞洲乃至全世界最具經濟活力的
地區之一，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
易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
心，當下正努力發展創新科技中心、航空樞
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以及區域知識產
權貿易中心四個新型領域。山東區位優勢明
顯、產業體系完備、市場規模巨大、人力資
源充足，雙方的比較優勢互補性強，交流合
作蓬勃發展。

共贏：搶抓經貿合作機遇 
經過幾十年的沉積，截至2021年，山東

省現存香港投資企業5322家，實際使用港資
659.6億美元，佔全省利用外資的61.3%。這些
企業已經扎根齊魯共成長，從投資方向看，
港企投資也逐漸由房地產、製造業等傳統領
域轉向金融、高新技術等新興領域。

香港資本市場則一直是山東企業走向
國際市場的重要通道。1993年，青島啤酒作
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內地企業，創造一個
里程碑，由此拉開了內地企業海外上市的帷
幕。2016年，山東省金融辦、香港交易所聯
合在濟南舉辦「港交所業務推介會」，山東
省政府與港交所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合作
進入新階段。截至6月8日已有58家魯企在香
港上市，在香港資本市場構建起具有相當規
模和影響力的「山東板塊」。

以魯企魏橋集團為例，該集團旗下產業
主要包括紡織和鋁電兩大板塊，其中紡織板
塊子公司魏橋紡織和鋁電板塊關聯公司中國
宏橋分別于2003年和2011年在香港上市。魏
橋集團副總經理黃平義稱，香港是個自由貿
易港，有著非常便利的融資環境，國際化運
作平台讓企業不斷提升競爭能級。

如今，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香港正迎來新的更大發
展機遇。山東也緊抓共建「一帶一路」、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機遇，積極在香港開
展投資、承包工程等。2020年，山東新設香
港投資企業達到1230家，同比增長35%。

溫暖：民生助力彰顯深厚情誼
「共享發展，改善民生」是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的六項基本原則之一。
多年來，魯港兩地在民生保障、社會治理方
面交流密切：從「菜籃子」到「藥匣子」，
從「魯警」到各行業人才交流,民生助力彰顯
著兩地深厚的情誼。山東是農業大省，2021
年農產品出口達到1238.4億元，佔全國總額
近四分之一，連續23年居全國首位。以濱州
市陽信縣為例，這裡被譽為「中國第一牛
縣」，2019年被認定為粵港澳大灣區「菜籃
子」生產基地。在陽信，肉牛被屠宰後裝入
冷鏈物流車輛，30個小時內肉類製品就會運
抵深圳，經中轉後送到香港零售市場。

  目前，山東正集成和研發對接粵港澳
大灣區的全產業鏈「菜籃子」標準體系，示
範推廣現代農業新標準、新設施、新技術，
支持自主品牌出口，培育一批具有一定影響
力、熟悉國際規則的龍頭企業。

山東中醫藥發展歷史悠久、名醫輩出、
資源豐富，是粵港澳大灣區「塑造健康灣
區」的首選合作夥伴。魯港在中醫藥、生物
醫藥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提升了雙方相關產
業的發展水平，亦有助于其走向國際化。

從100年前，首批50名山東同胞遠赴香港
從事警務工作，到目前香港警察隊伍中，約

有五分之一是山東人後代。改革開放以後，
山東人赴香港從事各類工作的人員逐漸增
多，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山東向香港派
出各類勞務人員6.4萬人次，為當地經濟建設
與社會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

開放：人文交流綻放活力
先秦諸子半出齊魯，山東地區是儒、

墨、兵等多家文化的發源地，是中華文化的
重要源頭。山東省政府聯合香港媒體開展的
一項調查顯示，香港人心目中的山東印象符
號，排人物系列第一位的是孔子，這一方面
印證了香港同胞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另一方
面也足見「文化山東」是山東在港澳地區重
要的形象標識。近年來，兩地人文交流不斷
深化，如2019年舉辦的同心同根萬里行活動
中，香港300餘名青少年在曲阜、泰安、青島
等地參觀研學，對齊魯文化、儒家文化有了
更真切的認識。

2019年，香港特區政府還與山東省政
府合辦了山東青島海洋科學香港青年實習活
動，香港大學生在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試點
國家實驗室、相關高校、涉海院所順利完成
實習，受到雙方一致好評。此外，香港的民
間團體也組織香港青年到山東交流考察，幫
助青年拓寬視野，瞭解國情，加深認識內地
就業市場。據悉，目前香港學生在魯求學的
有近200人。山東同期也在加大走進香港的文

化體驗交流力度，相繼舉辦了山東文化交流
周等活動，以及締結姐妹學校，在香港地區
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有力推廣了厚重的齊魯
文化。

時間荏苒，山東與香港形成了深厚的
歷史淵源與合作情誼。經過多年的鞏固和發
展，兩地交流合作枝繁葉茂、碩果纍纍，留
下地區間交流濃墨重彩的一筆。  

西潯聯鄉會續發獎助學金
菲律濱晉江西潯聯鄉會訊：本會為宏揚

中華文化，鼓勵鄉僑子女勤奮好學，立志成
才，將繼續發放二O二一至二O二二學年度
獎學金，及二O二二至二O二三學年度助學
金，凡就讀大岷區各大學，華校中、小學，
中英文成績列第一、二、三名者，可申請獎
學金；中英文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操行乙
等以上者可申請助學金；凡符合上述條件
者，請學生本人攜帶獎狀、學生證、成績單
正本及影印副本一份，即日起至七月三十一
日止，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十點至下午
五點，到潯江大廈三樓辦公室(3F,Siemkang 
Building, 280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向Kelly 領取表格，登記報名，聯絡電話:02-
82429437。0917-6893404。逾期恕不受理，敬
希注意！

圖示：上左圖山東與香港之間不斷加強高層交流，圖為2018香港山東週期間魯港雙方舉
行有關會議。 上右圖2003年魯企魏橋紡織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 下左圖山東不斷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菜籃子」生產基地建設。下右圖 2021年魯港經濟合作洽談會期間，人才交流是
一項重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