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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冬清韻
謝英 

抬眼望向窗外，樹葉紛紛飄落，村子
疏朗。田野裡寂靜一片，莊稼已經歸倉，
一些草垛立在田邊靜穆，青青的油菜苗長
出了一大截，忽然就到冬天了。

站在冬天的入口處，我閒下心來，靜
觀此時的風景。枝頭掛滿誘人的黃橘，扁
豆花翻飛在冬風中，一串串彎月樣的嫩扁
豆墜在葉間，溫暖的棉花在冬陽裡綻放，
水塘裡的荷葉還有一些青綠著，路邊的茅
草似蘆荻白茫茫，河邊散步的女子穿著窈
窕的裙衫，這段日子，稱為淺冬，才合
適。

淺冬的山林如同一個耄耋老人，色
彩絢麗多姿，有透亮的金黃，有純粹的深
紅，有沉澱的老綠，層層堆疊，豐富深
遠，翻捲出流年碎影，就像一幅色彩濃重
的油畫。淺冬，清晨有霧的日子多了。冬
霧鋪天蓋地，像天幕垂下的巨大幕幛，不
見人影，只有人語，像仙境，影影綽綽，
朦朧如詩，空靈莫測，意蘊深沉。行走在
迷濛的霧中有些濕冷，穿上高領的風衣才
能抵禦晨間霧水的寒意。

淺冬裡，最舒適的是有陽光的日子，
那份明媚與清晰讓人欣喜。冬日的陽光就
像女性溫柔的手，撫摸著肌膚，人頃刻就
能感受到陽光的溫暖，直入心靈，愜意與
舒坦就像漣漪一樣在心裡微漾開來。

走在淺冬的陽光裡，從樹林穿過，明
年枝頭綠時，希望就長出來了。我興之所
至，在樹林奔跑，風聲從耳旁掠過，一路
丟下鬱悶，陽光滿懷，冬天刪繁就簡，也
剔除了我內心的荒蕪。

淺冬裡，有些花為世人盛開，當一個
人冷了、累了，孤獨前行時與路旁的一叢
冬菊猝然相遇，耀眼奪目的金黃，就像一
團燃燒的火焰，人生之旅的疲憊瀰散，人
淡如菊，堅韌才是生活的風骨。

麻雀、喜鵲、八哥在屋前大桑葚樹
上、屋簷下搭起鳥巢，飛進飛去，有時站
立枝頭嘰嘰喳喳，有時在空地裡走來走
去，每天流連天地間，鄉村稻田的谷粒餵
養出它們的靈魂，它們就是一群愛家的調
皮可愛孩子，離不開自己的家園。

淺冬，褪去華美的旗袍，露出嶙峋
的溝壑，那一道道褶皺裡貯滿歲月的的芬
芳。生機與活力在植物的根部裡積蓄，只
等一場盛大的春風，將是一片鳥語花香。
走進冬天，人多了一份穩重，多了一份閱
歷，多了一份質感，多了一份閒適的性
情。

初冬烏柏紅
秋石

轉眼立冬，節令在層層疊疊的山野恣
意潑墨，大地的斑斕，無邊無際。

烏桕、楓葉、黃櫨、松針、栗毛、銀
杏、山裏紅、雞爪槭......一樹樹橘黃、金
黃、淺紅、絳紅、紫紅、猩紅、蒼綠，秋
的版圖，闊大而蒼茫。

烏桕紅了，一片片樹葉，寫滿詩情
畫意，「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
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南北朝的烏桕
樹上，一隻烏桕鳥，至今含辛茹苦：「烏
桕微丹菊漸開，天高風送雁聲哀。」這是
鬱鬱不堪的陸遊在季節深處的淺唱低吟：
「巾子峰頭烏桕樹，微霜未落已先紅。」

這是梅妻鶴子林和靖的溢美之詞......
烏桕紅了，山野就活躍起來，一樹

樹蒼老的板栗樹，突兀的枝頭，飽滿的栗
子已經悉數歸倉；坡坡坎坎、溝溝岔岔裏
的柿樹，提著一隻隻燈籠，季節明亮而豐
盈......

烏桕紅了，一叢叢、一蓬蓬的野菊
花，轟轟烈烈，鋪成大地金黃的色帶；知
名的、不知名的鳥兒，鳴叫著，盤旋著，
在高低錯落的枝頭啄食纍纍的山果；獾、
黃鼬和山地鼠日夜奔波操勞，在搬運冬天
的味蕾......

烏桕紅了，遽然想起少年的快樂時
光，一群頑劣孩童，攀上高大的烏桕樹，
一粒粒乳白的種子，裝滿空空的衣囊。打
彈弓與空中的飛鳥，烏桕的種子，儼然一
粒粒堅硬的子彈，把一個個天高氣爽的秋
天打得嗚嗚作響。

烏桕紅了，一個遠在他鄉的人回歸
故鄉，村口，那株血脈相連的雞爪桕，
在二百年的日月輪迴中，站成故鄉的原風
景。白鬍子爺爺說，它是有靈性的，那是
一個百年未遇的大旱之年，日頭毒辣辣地
炙烤著大地，莊稼幾近絕收，老烏桕的葉
子一天天萎蔫，爺爺心急如焚，這可是村
莊的根脈，它護佑著村莊的幸福與安寧，
爺爺一咬牙，一連二十多天，從幾裏外的

山崖下跳水澆灌，腳踝崴了，揉了揉再
挑，蒼天不負有心人，一場瓢潑大雨，老
烏桕終于起死回生，第二年春暖花開，它
依然枝繁葉茂，透出強勁的生命力。

「村莊在，烏桕在。」這是流傳多年
的祖訓，鄉人們視為圭臬，庇護烏桕，就
是庇護村莊，庇護村莊就是庇護鄉人的福
祉。

那是幾年前，一個外地來的樹販子，
看上了這棵蒼鬱古奧的老烏桕，五萬元的
出價，的確誘人，而鄉人們幾乎異口同聲
地拒絕了，樹販子只得搖了搖頭，歎了口
氣，失望而歸。

「烏桕在，希望在。」這是一代代
鄉人們篤信的口頭禪。紅瓦白牆，溪水
環流，白煙嫋嫋，繁花夾道，「綠樹村邊
合，青山廓外斜。」這是富裕起來的村
莊。村莊富了，烏桕紅了，一條條紅布
帶，繫著紅紅火火的意象；一塊「古樹名
錄」保護牌，讓絡繹不絕的遊客合影拍
照；烏桕紅了，村莊火了，鄉村旅遊的風
吹過古樹、古橋、古村落，吹進原生態的
山野。

烏桕，一樹猩紅，老道、奇譎、滄
桑，是初冬的況味。

烏桕，一樹猩紅，似血、似晚霞、似
燃燒的火焰，是村莊的況味。

看似平坦卻崎嶇
王潤霞

冬天的早晨清冷而寧靜，湛藍的天邊飛著雲霞。晨跑在
城市街道上，神清氣爽。

當我轉彎踏上向東的街道，看到朝陽在綠樹稍間緩緩上
升，又紅又大又圓，在藍天白雲的映襯下，那麼光艷，那麼
絢爛。此時，一名女子從我身邊跑過，稍卷的長髮在風中飄
揚。她頭髮邊緣鑲著橙紅色的朝暉，令人想到青春、力量與
美好。一會兒，一名身著紅色運動衣的年輕男子從對面街道
跑過來，步伐富有彈性，速度很快，攜著一襲音樂飄過。我
不由得心中展現出自己年輕時代的早晨鍛煉場景等。突然，
自己腳下被絆了，趔趔趄趄，快速向前緩衝了兩三步，才穩
住身體。幸好沒有摔倒，摔倒就慘了。驚嚇中回頭看去，這
一段青磚鋪的道路十分平坦。僅憑肉眼看不出哪一塊兒磚鋪
的不平，可我真真切切被絆了一下。

我反省自己的「事故」，想起司機朋友說過的話。越是
平坦的路段越是容易出事故，因為司機們在這些路段思想麻
痺大意，放鬆的時候也是最危險的時候。路段坎坷處，由于
人的精神高度集中，倒不容易出車禍。我明白了，剛才是因
為我心猿意馬，輕視了腳下看似平坦的路程，抬腳抬得過低
了。其實，有的「崎嶇」就隱藏在平坦的外表之中。

我們做事情也不要被簡樸、平常的外觀蒙蔽。有些事看

似尋常，卻隱藏著奇崛，常常把我等思想麻痺大意者難倒。
有一名工程師，他以為工作做久了，已經很熟悉。卻不料在
一疏忽大意的情況下寫錯了一個數字，導致公司生意上幾萬
元的損失。幸虧補救及時，事態沒有向更壞處蔓延。有一名
高級職員，工作十幾年來特別順利。可是突然就遭到了一名
客戶的投訴，領導因此將她免了職。到後來，她才明白是自
己不小心向客戶說錯了一句話，引起這名客戶的強烈不滿。

患生于所忽，禍起于細微。我老家鄰居是位七十多歲的
老太太。冬天的一天，她三歲多的外甥在後院玉米秸稈堆下
的洞裡劃火柴玩。她閨女看見了，以為洞內寬敞，下面是土
地。沒有說什麼，抬腳去家外面走了。誰知一會兒功夫，秸
稈堆起火了。剛起火時，火很小。老太太及時發現了，趕緊
把孩子從秸稈洞裡抱出來。順手拿起叉子去扑打火，誰知，
火勢越撲越大。她見救火無望，被迫停下了手中的舉動。只
見那風助火威，火趁風勢，燒著了後院的椿樹、構樹，燒塌
了後院的窨子棚，燒黑了院牆……待她回過神來，才發現自
己的臉不經意間已經灼傷。她在家醫治了多個月，最終，臉
上還留有一些傷痕不能退卻。據說火災的原因，其實是她外
甥扔掉的一根帶有火星的、沒有熄滅的火柴梗引起的。我以
為是老太太閨女思想的麻痺大意造成，未曾防患于未然，才
有了孩子險遭火災、母親受傷的結果。

人生歷程，崎嶇處擁有警惕之心，平坦處也不失警覺。
防微杜漸，居安思危。讓每一段路程都風景無限，讓每一次
遇見都不被表象所蒙蔽，且行且珍惜。

蔡日鼻
（深滬科任泉峰）

逝世於十一月十八日
現停柩設靈於II CAGAYAN VALEY 
RD MATIMBUBONG，SAN 
ILDEFONSO，BULACAN（本宅）
擇訂於十一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王吳秀線
（石獅永寧下宅（霞澤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現停柩於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出殯    

林榮萱
（晉江柳山）

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拉古阪市橋藝殯儀館
擇訂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正出殯 

吳為國
（石獅玉湖）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本宅

擇訂十一月廿一日出殯

訃  告
蔡維挺

（蓮塘前埔）
逝世於十一月十二日
現停柩於故鄉蓮塘前埔祖宅
擇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出殯

蔡連雪
（晉江市龍湖鎮龍玉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許朱碧連
（晉江可慕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IR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
奉骸安位於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

蔡許秀良
（晉江塘頭）

逝世於十一月十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I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十時卅分

王文碩捐
瀛洲同鄉會福利

旅菲瀛洲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
文碩鄉賢令尊，五代大父，王衙君諱榮宗宗
老伯父，不幸於二○二二年十月三十日於家
鄉本宅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老成
凋謝，哲人其萎，遐邇哀悼，草木同悲，軫
念同深。於十一月三日出殯，飾終令典，極
盡哀榮，安葬於碎石山之原，吉地留斯之佳
城。

家名譽理事長文碩鄉彥，孝思純篤，秉
承家訓，樂善好施，熱心公益，關心鄉會，
守制期間，特捐菲幣伍萬元作為本會的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嘉許，特藉此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輝煌捐
菲華各界青委會福利
 菲華各界青委會訊：本會王輝煌常務委

員令祖慈王衙楊太夫人諡秀惜（石獅市錦尚

鎮東店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日上
午十一時四十一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
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寳婺星沉，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其哀
榮。

王輝煌先生孝思純篤，秉承令祖慈慈悲
为怀、乐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慈
善公益，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幣叁萬元，
作为本会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
特MEMORIAL PARK，BULACAN之原。

武六干省蔡日鼻逝世
和記（巴示）訊：武六干省僑商蔡日

鼻老先生（原籍深滬科任泉峰），即僑商
蔡永勇、加得、麗冷、麗清賢昆玉令尊，
不幸于二○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七時
卅六分于武六干省醫院，享壽八十有三高
齡。現停柩設靈于II CAGAYAN VALEY 
RD MATIMBUBONG，SAN ILDEFONSO，
BULACAN（本宅）。爰訂十一月廿六日
（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于FOREST 
LAKE SAN ILDEFONSO MEMORIAL PARK，
BULACAN之原。

鞏固「穩」的基礎 蓄積「進」的動能：國民經濟延續恢復態勢觀察
新華社記者王雨蕭、申鋮、魏玉坤

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佈的10月份國
民經濟數據顯示，隨著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國民經濟延續恢復態勢。當
前，各地加快落實穩經濟各項政策舉措，鞏
固「穩」的基礎，蓄積「進」的動能，乘勢
而上拓展經濟進一步回穩向上空間。

抓好高效統籌 鞏固經濟恢復基礎
日前，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公佈進一步

優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條措施，要求科學精準
做好防控工作。

福建福州加快做好原中高風險區調整、
解除工作；青海西寧細化工作目標、核酸檢
測等相關內容；文化和旅遊部印發通知，明
確跨省旅遊經營活動不再與風險區實施聯動
管理；交通運輸部修訂發佈六個疫情防控工
作指南，進一步優化疫情防控措施……

當前是拓展經濟回穩向上態勢的關鍵
窗口期。各地各部門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
神，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多
措並舉鞏固經濟恢復基礎。

近日，濟南軌道交通6號線西部標段進入
盾構施工階段。通車後，這條線路將串聯多
個大型客流集散點和重點發展區域，成為加
速城區生產要素流動的「黃金線」。

加快推進重大項目建設，是擴大國內
需求、穩住經濟大盤的重要支撐。今年前10
個月，我國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增長
23.1%，投資項目（不含房地產開發投資）到
位資金增長22%。

「我們將充分發揮推進有效投資重要
項目協調機製作用，進一步加快政策性開發
性金融工具資金投放使用和基礎設施項目建

設，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國家發展改革委
新聞發言人孟瑋說。

消費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環節。黨
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
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
給結構的關鍵作用。

四季度是傳統消費旺季，各地政策持續
加力，促進消費加速恢復——浙江紹興發佈
促進新能源汽車消費的若干政策，在購置補
貼、人才購車優惠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寧
夏銀川啟動「夜經濟消費券」政府惠民補貼
活動；廣東鼓勵家電「以舊換新」活動持續
至11月底……

「不久前，我們又收到了一筆緩稅『紅
包』，達163萬元，為公司增添了穩產能拓市
場的底氣。」安徽銅陵正豪科技有限公司財
務負責人紀沿海說。

截至11月10日，全國新增減稅降費及退
稅緩稅緩費超3.7萬億元；福建廈門明確階段
性降低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率等幫扶措施；
陝西從減輕市場主體經營負擔等方面出台50
項舉措，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我們將持續抓好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
落實，進一步鞏固健全留抵退稅工作機制，
助力宏觀經濟大盤回穩向上。」國家稅務總
局總審計師蔡自力說。

夯實安全之基 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
近日，東北三省陸續宣佈今年糧食作物

秋收工作基本結束，中國重要糧食產區迎來

豐收。
「今年合作社種植了兩萬多畝大豆，平

均畝產在400斤以上，是產量最高的一年。」
黑龍江省雙鴨山市集賢縣永勝農機合作社理
事長劉明坤臉上洋溢著豐收的喜悅。

抓好糧食生產，是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
重要基礎。「今年各方面加大糧食生產保供
力度，早稻和夏糧合計增產31億斤。秋糧目
前已收穫超過九成，全年糧食產量有望保持
在1.3萬億斤以上。」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
付凌暉說。

眼下全國多地進入供暖季，做好冬季能
源保供，關乎百姓溫暖過冬和企業正常生產
經營。

進入11月中旬，長慶油田全員進入保供
「應戰狀態」。「五大氣田日產天然氣產量
攀升到1.4億立方米以上高點運行，全力保障
京津冀和陝甘寧蒙等地民生用氣。」長慶油
田氣田開發事業部副經理李蓮明說。

孟瑋表示，國家發展改革委將會同各有
關方面加強統籌協調，突出抓好民生用氣保
供穩價，同時支持上游供氣企業加大增儲上
產力度，保障整個供暖季特別是高峰保供需
要。下半年以來，多項重大能源工程喜報頻
傳，不斷夯實我國能源安全保障基礎——

西氣東輸四線工程開工建設，進一步完
善西北能源戰略通道；中國海油勘探發現我
國首個深水深層大氣田，探明地質儲量超500
億立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