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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永不遺忘的延安革命精神 從故宮文物談起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今

天的強盛，國泰民安，人民
豐衣足食，居有定所，交通
便利，是經過了積年累月的
改革及鬥爭，要領導14億億
的國家元首，必定要有睿智
果敢，堅毅的魄力，能大刀

闊斧，敢作敢為，手刃貪官污史，大公無
私，秉公處理，不假公濟私，不怕鬼也不怕
邪，能當機立斷，能分辨善惡，能入污泥而
不染，不會見利忘義，更不會盜取民脂民
膏，公私分明，不貪不取，才能得到老百姓
的臣服贏得人民的擁戴。

中共二十大圓滿閉幕，習近平同志再
度以高票中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絕非為偶
然。他在上屆的工作成績得到了老百姓高度
的評價及肯定。在他二十大結束後，即馬不
停蹄地領導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李強、趙
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瞻仰延
安革命紀念地。考察陜西延安和河南安陽。
強調發揚延安精神和紅旗渠精神。習主席強
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
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全面學習貫徹黨
的二十大精神，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發揚
延安精神和紅渠精神，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
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實現農業農村現
代化而不懈奮鬥。

習近平同志率新一屆常委瞻仰革命聖
地，親述對延安精神深刻理解，在延安革命
紀念館參觀了“偉大歷程-中共中央在延安
十三年歷史陳列”巍然聶立的中央大禮堂，
在中國人民碸著光明和黑暗兩種命運和前途
抉擇的關鍵時刻，召開了黨的七大。習近平
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邁過歲
月雕琢的斑駁門楹，走進會場，從50名黨員
到七大時121萬黨員，在黨的發展史，描述
了中國共產黨的成長過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堅定正確的道
路，使黨邁向光明勝利的前景。那些拂去時
光塵埃的史實，使習近平總書記每一次收穫
連連。他語重心長地說：“黨的七大歷史具
有重要里程碑的意義，標誌著我們黨在政治
上思想組織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黨通過

延安整風，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實
現了黨空前統一和團結。一旦有了鮮明的思
想旗幟，有了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有了正
確的政治路線和明確的行動網領，就能無往
不勝地完成黨一切的任務。所謂民心是最大
的政治決定事業興衰成敗。在中央大禮堂旁
的山坡上，就是毛澤東等幾位老一輩革命家
的故居，“東方紅”是首唱出陜北人民熱愛
毛主席，熱愛中國共產黨的歌曲。曾迅速在
延安而傳遍全國各地的愛國歌曲。”習近平
同志表示，這些歌頌黨歌頌毛主席的文藝作
品是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感受。民心所向如
大潮奔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決定事業興衰
成敗的公約數。延安革命被發延安精神是一
本永遠不完的書。

黃土高原山坳的窯洞裡，毛澤東等一
批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以繼日地思考著中
國的前途和命運。面壁黃土地，心懷天下，
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共159篇文章，有112篇
出自延安。思想的文藝伴著窟洞的燈火，照
亮了中國漫長之路。用“延安作風”打敗了
“延安作風”。

毛澤東同志舊址墻上掛了一張照片吸
引了參觀人士的目光，那是1945年7月初，
他到機場迎接前來考察的黃炎培一行人。面
對黃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其興世勃為，其
亡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的
問題。毛澤東給出了第一個答案，就是“讓
人民來監督政府”。堅定正確的政治方面是
延安精神的精髓。

艱難困苦，主治於成。
延安13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史冊留下

了濃墨新的一筆，1935年至1948年黨中央和
毛澤東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生活了13年。是
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了
歷史的轉折，扭轉改寫了中國前途的命運。
二十大描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宏偉藍圖。

毛澤東在七大指出，“我說陜北有兩
點：其一是落腳點，其二是出發點。”

黨從這裡出發走上抗日前線走向解放
戰場，東渡黃河，進駐西柏坡，挺進北京
城，完成了走出延安窟洞，走上天安門城樓
偉大的壯舉。

最 近 報 紙 上 報 載 ， 台
北故宮博物館發生了一起令
人瞠目結舌，歎為觀止的事
故。

歐洲名畫陳列館，時常
發生價值連城的名畫遭人潑
湯或是潑污水，這些人的神

經應該有問題，他（她）們應該知道那液體
一經潑出，那是潑水難收，所造成的損失無
可限量，至於那人如何量刑，我們是不得而
知的。

台北故宮博物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
我與新婚伴侶到台灣去，那也是我們二人有
生以來第一次到台灣旅遊。

記得申請赴中國的台灣省簽證時，很
快就批准了，不知是疏忽或是有意為之，在
我菲籍護照上夾了一紙申請表格，在姓名一
格裏除了我的中英文名字外，還寫上了加括
弧的「蒲公英」三個字。看後，我感到與有
榮焉，小可，菲華文藝界默默無名，只是一
個愛好文藝的青年，想不到台灣省駐菲律濱
辦事處居然知道蒲公英是誰。這是從故宮博
物館所發生的事，連想起那風馬牛不相及的
事。

言歸正傳，台北故宮博物院我去過一
次，也是六十年來唯一的一次。

記得我還買了一個「清明上河圖」畫
卷，大概有四五寸長，印上了整幅「清明上
河圖」，印刷美觀，很有收藏價值。聽說這
幅「清明上河圖」原件被腰斬成二半，一半
存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另一半在祖國大
陸，時刻企盼著這二半的「清明上河圖」能
早日合而為一，完整無缺，神州統一之日，

就是中華民族再復興的開始。
最近「台北故宮博物院」有三件價值

連城的文物慘遭台獨份子的毒手。
原來，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領導吳密察

是個台獨死硬派，跟蔡英文一夥一丘之貉，
對中華民族心懷莫大的怨恨，難怪對民族的
瑰寶視若仇敵，沒有心存敬畏，又不是專業
人士，怎可任職文化館，綜觀古今中外，很
少聽說過博物館的瑰寶受損。我想那是台獨
份子人為的破壞，讓中華民族祖先遺留下來
的文化毀於一旦。好在那不是夏商周時代的
古董，而是明清時的瓷器。

那三件瑰寶分別是：「明代弘治款嬌
黃綠彩雙龍小碗」、「清代乾隆青花花卉
盤」與「清色康熙款暗尤白裏小黃瓷碗」前
後發現碎裂。

我 想 這 不 是 意 外 摔 破 ， 而 是 故 意 破
壞。他們不知道，那是解放前由蔣介石下
令，責成杭立武負責將整個故宮的瑰寶搬運
一空，杭立武經過千辛萬苦，很專業地一一
打包裝箱由戰艦運去台灣，才有今日的「故
宮博物館」。

如今那些小日本留下的孽種，對中華
民族心懷怨恨，千方百計地搞破壞，中華民
族祖宗留下的瑰寶，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
刺，台灣如不及早解放，那些民族的無價之
寶岌岌可危。

從這宗破壞文物事件可以看出台獨份
子的猖狂，他們還會幹出許多令人意想不到
的事件，故宮博物院的瑰寶被故意破壞只是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樁，還有更多驚天動地的
事肯定會發生的，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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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美軍從沖繩(OKINAWA)跑了
這 消 息 對 一 個 近 百 年

反霸權，受盡欺凌的中華民
族是一椿振奮人心大事。從
新中國建國以來，對這個號
稱為世界警察的美國帝國主
義，中國人民解放軍曾經有
過二次與美國較量史實。

現如今在中國人要兩岸統一收回台灣國土
問題上，這隻欺人太甚惡犬，帶著它的小
嘍囉日本狗仔也要來干擾中國內政，美帝
非旦售賣武器給台獨份子，發出錯誤信息
為它們搞獨立撐腰打氣。台灣是七十三年
前國共內戰餘留尚未解決問題。中國人刻
骨銘心隱忍了七十三年，丟失台灣已無法
在我們這一代人再拖下去了。今非昔比的
中國已不再向美卑恭屈膝的忍讓，面對解
放台灣大是大非，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幾年
已磨刀霍霍準備與美國日本在台灣統一時
刻，重新再來一次保家衛國的較量。正如
王毅外長發出警告，中國的核彈，導彈，
火箭不是虛設供人觀看欣賞的……。

美國是一個非常現實和講利益的國
家，在它們字典裡找不到什麼是尊嚴和廉
恥，它可以隨意架誣你，在世界任何角落
發動與你戰爭，戰爭到最後時刻打不過你
時，美國會毫不羞恥申出手來笑面與你
言和結束戰爭。近廿年來中國在經濟、科
技、軍事、太空有著突飛猛進，長足飛躍
趨勢，尤其是彈道導彈研發，使美軍事專
家驚得一身冷汗，當美國軍方看到中國的
鷹擊-18，發射平台有艦載、潛射、岸基，
其射程是600公里，這是一種吊打艦艇的道
彈。而佈暑在福建前治基地就有東方-17、
東方-21D、東方-26、十馬赫超音速飛彈。
讓咱們一一來分析各飛彈射程，東方-17
是改進自東方-16B型彈道飛彈，是一種全
天候，無依托，強突防可對中近程目標實
施精確打擊高超音速武器。作戰範圍1800-
2500公里，速度十馬赫。東方-21D是目前
全球唯一反艦彈道飛彈，使美軍航母在
1500公里射程內不敢靠近。確保中國沿海
水域免受美國航母入侵的安全。接下來是
東方-26，是續東方-21D後世界現役第二大
型中遠程反艦彈道飛彈。它能對
陸上重要目標或海上大中型艦艇
實施遠程打擎。彈頭1800公斤常
規高爆戰鬥，可攜帶3枚核彈頭。
射程4000公里可到達「關島美軍
基地」的常規彈導飛彈，所以被
稱 為 「 關 島 快 遞 」 或 「 關 島 殺
手」。可在陸地機動車發射。

中國除了以上中短程彈道飛
彈，中國還有DF-31AG是一款州際
導彈射程可達到12000公里，可含
蓋美國全境。東方-31AG可運載在
發射車上，它甚至可馳騁各種崎
嶇不平道路上，還可躲過敵方無
人機窺探。中國還擁有東方-5B射

程12000-15000公里可帶分導式多彈頭的能
力。東方-41也是一款10000萬多公裡以上，
可帶分導核彈頭的飛彈。再來是潛伏在大
海的巨浪-2，8000到11000公里的導彈，還
有最近傳來核潛艇094潛射的巨浪-3等等這
些利器……。

鑑於美國軍方在台灣海峽推演中美
對抗，在中國家門口要與人民解放軍打一
場血戰，十八次的推演結果十八次美國失
敗。根據美國星條日報最近消息美國國防
部宣佈駐紮沖繩三萬名美軍，其中美國空
軍兩個戰鬥機中隊廢止永久駐紮沖繩，改
變為輪換駐防方式。美國空軍決定在本周
內分階段撤出在「嘉手納空軍基地」兩個
F-15戰鬥機中隊。將由阿拉斯加F-22隱型戰
鬥機暫時取代，作為不定期的輪換佈署。
其實美國在兩年前已經開始意識沖繩美軍
不安全，逐步從沖繩撤軍，把美國海軍陸
戰隊第三遠征軍總數稍減將近一半，約
九千名士兵撤離沖繩。它們撤到關島、澳
大利亞。把所有兵力決定永遠後撤，不再
長駐佈署於只有873公里距離福建的（流球
群島）沖繩了。而這次正式公開將取消長
駐，改變為輪換沖繩佈署了，說得露骨一
點，是懾屎，心裏謊了跑為上策………。

歸根究底，美國今日無論是經濟，軍
事，科技都逐漸在走下波路，經濟實力已
逐漸吃不消去支撐140境外的美軍基地。
特朗普時期就已深知美國須要向韓國，日
本，歐洲盟友徵收保護費，特朗普知道美
國的經濟不是那麼健康。在日本基地美國
就駐有38萬美軍，有數萬的家族群體，還僱
用了1.2萬人清一色特工等。加在一起將近
十萬人。美國為了這十萬人至少每年要花
費四十億美元。還有其他的軍事開銷，這
也是美國最大的負擔。第二個原因是沖繩
人民一直在反對美國駐軍，造成沖繩人民
整夜難眠。甚至沖繩還有一些講漢語鬧獨
立約沖繩人。今天美國應該醒過來了，也
聰明了，不會自己上戰場，再不能像以前
那種自己赤搏上陣的打法，不然自己就會
變成乞丐美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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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玉成

話說滿意度與忠誠度
先講一個故事，三國早

期，劉備戰敗，關羽降漢，
曹操百般優待，高官厚爵，
贈金銀府第良駒美女，上馬
送金，下馬送銀，讓曹操手
下一干羨慕不已，而關羽卻
身在曹營心在漢，小心伺候

嫂嫂周全，天天想著與義兄劉備相聚，直到
探得消息便立即闖五關斬六將，義無反顧投
奔而去，從物資待遇上講，曹操勝劉備，從
個人感情上講，劉備勝曹操，用當下流行的
話講就是：一個是滿意度，另一個是忠誠
度，關羽對曹操是是滿意而對劉備則是忠
誠！

當時的曹劉，一個擁有半壁江山，要
平台有平台，要規模有規模，挾天子以令諸
侯，混得風聲水起，一個則是寄人籬下，落
魄奔波，居無定所，二者實力與地位有天壤
之別，為什麼對關羽來講，明顯佔優勢的曹
操卻比不上窮困潦倒的劉備有吸引力呢？核
心的問題是關羽是一個有理想和信念的人，
物質利誘已經撼動不了心之所在。劉關張當
初的桃園三結義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之上，不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注定他們同生死共患難，結拜的過程也很有
儀式感，三拜九叩，歃血盟誓是當時的最高
禮儀，也是信念的終極表現，是一種內出於
心，外化於行的自覺意識，等同於現在的為
某種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

幾千年來，對忠誠的追求成了社會的共
同遵循，因此關羽也被人們尊崇為武聖人，
尤其是在當今的商界，企業界普遍在強調員
工忠誠度。但很多時候，企業容易將滿意度
與忠誠度混為一談。其實滿意未必忠誠，滿
意未必會回頭，滿意未必不離開，滿意是物
資的，而忠誠則是精神的，滿意是暫時的，
而忠誠則是長久的。從員工維度講，滿意是
一種過程的享受，忠誠才是心靈的寄託，企
業讓員工滿意不難，捨得分錢，捨得授權就
可以了，則忠誠，則需要靠文化植入，靠人
文關懷靠，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滿意和忠誠
是企業長期發展的基石。

 培養員工的滿意度與忠誠度是需要花費
心血的，讓人滿意需要換位思考，讓人忠誠
需要將心比心。一年又近歲底，企業對來年
有期許，員工對企業也有期待，滿意與忠誠
需要員工與企業互動。生活本來就不易，災
難頻發，世界動盪，物價飛漲，貨幣貶值，
人們生活愈發困難，有工作是幸運的，知足
可以長樂，希望加薪和花紅也屬正當，企業

如何在經濟凋零，百業不舉，利潤下滑的情
況下，平衡活著與活得好的關係，需要考驗
企業和員工雙重智慧，有人說逆境之中企業
要善待員工，又有人說員工應該與企業同進
同退，二者皆沒有錯，所站角度不同而已。
每一年聖誕季，其實也就是跳槽季，有遠見
的企業是吸納人才的好時機，優秀的人才是
選擇去留的好時機，秉承越是困難越要善待
員工，越是困難越要加大市場力度的企業是
遠見企業，越是困難越要留下的員工是忠誠
的員工。

 我熟悉的一家企業，自2018年開始就
沒有調整過員工薪資，老闆提倡一專多能，
不太願意完善機構，也不太聽取專業人員的
意見，員工沒有分工協作，所有人都像秘
書，唯老闆之命是從，員工一人多職，幾乎
天天加班，做一些自己並不熟悉的事情，雖
然管理費省了，但工作效果不佳，而且經常
出錯，企業效益也一般，有點惡性循環的意
味，由於老闆長居海外，企業管理僅靠遙控
指揮，沒有過程監督，員工雖然待遇不高，
但落得個自由自在，唯有在檢查結果的時候
會有幾天的痛苦，老闆無可奈何，也不能全
部開除，只能表現出對員工的不信任，不加
薪和不提拔三個方面， 由於企業與員工各懷
心思，員工既無滿意也無忠誠。每到聖誕前
夕，企業出勤率甚低，員工都在忙於找工作
和麵試。 還有一家公司，對員工寬厚有加，
工資福利也還誘人，但基本就是論事，公司
沒有目標願景，管理者沒有預見和創造性，
工作也不考核，老闆甚至覺得人事部門都是
多餘的，員工基本是裝點門面用的，有工作
就乾，沒有工作就等，全員躺在舒服線上沒
有人願意挑戰，公司浪費很大，效率很低，
員工有滿意度沒有忠誠度，這種公司，隊伍
看起來很大，但卻是一盤散沙。

     究竟如何才能讓員工既滿意又忠誠
呢？有一家就公司做得很好，員工待遇是結
構性的，各自目標明確，工資之外有績效，
績效之外有分成，項目還要做跟投，員工雖
然不持股，但他一定是某個特定業務或項目
的合夥人，而且有一定的發言權。這個公司
的管理理念有點類似宋江管理梁山一樣，企
業領導權清晰，班子團結，幹部安排合理，
能夠勝則舉杯相慶，敗則拚死相救，這個企
業雖然在市場上時間不長，但狼性很足，整
個員工隊伍都鉚著一股想幹事，干成事的
勁，平常與他們接觸也能夠感覺到一股積極
向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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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天

花也愛昇平（外二首）
（一）

盡說荷塘美，今天遊意興。
風和良友伴，日暖景光明。
蓮綻眼珠亮，香來詩韻生。
此時真理妙，花也愛昇平。

（二）
秋臨逸景裁，水碧洗煩埃。
玉露想思惹，黃花得意開。
賞楓情浪漫，對月我關懷。
德政官廉正，為民造福來。

（三）
聞聲椰林外，已盪我詩懷。
石徑竹風起，水簾虹影裁。
溪清堪洗耳，花美未沾埃。
賦得聽泉句，知音可盼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