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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劉曉燕

      更長夢短，無法入睡。已是深夜兩
點，車流聲聒噪，擾了夜的寧靜。或
許城市的聒噪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白熾
熾、明晃晃，把白晝與黑夜攪成混沌一
片。夜晚本該酣眠深睡，才能精力充沛
的抱擁白晝，然而很多現代人的睡眠都
極淺，時而驚醒時而昏沉，白天自然打
不起精神，昏昏然而終日從而形成了睡
眠障礙。
      只記得小時候在農村住，那時候躺
在床上睜開眼睛完全的伸手不見五指，
漆黑漆黑的。室內只可聽到鐘錶秒針的
運行，還有自己的呼吸與心跳，強烈而
有節奏。院子外偶爾會有一隻狗吠聲，
引起樹上的飛禽撲稜著翅膀驚起一陣窸
窣作響。若遠途晚歸，村子外的小路深
長蜿蜒、曲折縈紆，順著小路抬頭仰望
夜空，漫灑在空中的星星都亮得出奇，
一顆一顆數過去，有很多還能叫出名
字。星輝灑在田地裡，田地像披上薄薄
的霜雪，白茫茫恍入仙境，只有樹木隱
現在黑色的影子裡，枝影婆娑高擎著一
眉彎月，彎月掛在天邊，這時回家的人
腳步一緊，追趕月亮的空當兒便到家
了。
     家門口停住腳步，提起院子門外面
的門鈸，幾聲脆生的金屬聲響過，便聽
到門栓吱吱扭扭的撥動，嘎吱幾聲門緩
慢的打開了。院子裡也是透亮透亮的，
一顆老棗樹靜靜的矗默在院子中央，雞
鴨等家禽早已歸圈，聽不到一絲動靜，
或許此刻它們正守著自己的家小在做甜
甜的美夢呢。一方院子上的銀河守候著
一個家。偶爾會有流星劃過，悄然間閃
現又暗淡下去，自然也不會驚動熟睡的
人們。
      「 不脫蓑衣臥月明」，你也可以和
衣而睡，這在農村來說是無傷大雅的。
因為土地上養育的人們，都是眷戀土地
的，有一塵不染的天空已經足夠了，衣
服上被沾染點塵土，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情。
和衣而睡並不影響人們享有一個完整的
夜晚。直到第二天雄雞一唱東方漸白，
人們甦醒了，夜也甦醒了。
      夜戴著露珠甦醒過來，一顆顆晶瑩
剔透掛在草尖兒上。清晨的微風一吹，
再一吹，夜就在空氣中散去了，在各種
蟲鳴鳥叫聲中散去了。夜就像一個隱
士，隱進了土地裡，隱進了莊稼裡。

家的味道
馮俊磊

　　秋風瑟瑟，不覺間已過霜降。望著超市

貨架上紅彤彤的柿子，不禁想起家鄉的那片

柿子林以及和母親摘柿子、種柿子的種種往

事。

　　霜降過後，本應是萬物歸寂的時節，家

鄉山上成片的柿子樹卻是另一幅獨特亮麗的

風景。放眼望去，滿山樹上都掛滿了又大又

圓的晶瑩柿子。有的樹葉已經掉落，而柿子

卻依然迎著霜風的洗禮，像一個個小紅燈

籠，掛在枝頭顫悠悠。

有時，摘柿子的人多了，寂靜的山林間頓時

嚷嚷熱鬧起來，大人爽朗的笑聲、小孩嬉戲

的喊聲，更有甚者高歌一曲。柿子也像是感

受到了這一景象，在人們的拍打、歌聲中，

晃得更歡快。

　　記得有一年，山上的柿子林改造，母親

竟買來一顆柿子苗。母親先在院子裡圈出一

塊地來，把樹苗栽種起來，又是培土，又是

澆灌。

我跟在母親後面，遞水管，拿鐵鍬，忙得不

亦樂乎，恨不得下一秒小樹苗就長大結出滿

枝的果實。然而，我低估了柿子苗長大結果

的時間。春秋又春秋，柿子苗茁壯成長，漸

漸樹冠開張，枝葉也光大了起來。到了夏

天，猶如保護傘一樣，供一家人遮蔭納涼。

可一直未開果，讓我很是沮喪。有次聽到老

人們說，樹也像人一樣，吃飽了才會長大。

于是，每到晚上我便悄悄地把剩下的糊糊塗

抹在樹幹上，期盼著它吃飽喝足，早早結

果。

　　一年入秋，柿樹花開了。小小的，淡黃

的，點綴在綠葉之中。淡雅的芳香隨風，開

始瀰漫著整個小院。又過些時候，微風吹

過，小花兒便隨風成群結隊地飄落下來，在

地上鋪出了秋色的花毯。終于，柿樹開始掛

果了，綠綠的小柿子果在枝葉之間探出頭

來。到了秋冬時節，冷風一吹，柿子便紅了

腮色。那一年，收穫了五六個紅柿子，味道

微澀，但吃起來確實甜意滿滿。

　　如今離鄉，雖也經常見到柿子樹，吃到

甜柿子，但總是少一些味道。後來，我發現

是少了家的味道以及和母親一同收穫柿子時

的喜悅。

北方的冬天
劉治軍

北方的冬天來得極早，總是等不到季節最深的時候，天氣便

變得寒冷起來。呼嘯的西北風直穿內蒙古高原，一夜間就佔據了

整個北方。此刻，北方的冬天真的來了。濛濛的塵土飄滿整個北

方的上空和每一片屬於北方的土地，給沉寂的北方增添了冬的衣

裳和季節的色彩……

過完節令冬至，天氣便漸漸地寒冷起來，整個大地像冬眠的

蟬蟲和植物，緊緊地收縮著身子，躲進季節深處。此時，整個大

地顯得極為沉靜，寒風來臨的那個清晨所有的花草樹木落盡了葉

子和花朵，孤苦伶仃地佇立在瑟瑟的寒風中，經歷冬天的寒風雨

雪。

冬天，是安靜的，就像黎明到來之前一樣，整個世界安靜得

讓人無法猜測。遠處的天空、山脊、高崗、道路，近處的村莊、

樹木、行人、車輛，似乎一瞬間被這個冬天凍結。那一刻，

我們不禁給自己的身上添加衣服，因為，冬天真的來了……

冬天，多數的北方人都輕閒了下來，那些為生活四處奔波的

人帶著一年的收穫陸續地回家與家人團聚，這些渴盼已久的人們

像星星期待夜幕一樣期待著冬天。冬天，天寒地凍的時候他們都

已回到自己那個舒適的家，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說笑話、看電

視……

他們忘記了一年在外的艱辛和勞累，忘記了挫折與磨難，忘

記了一切。他們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地暢談屬於他們的快樂，他

們的冬天。

冬天，我們滿載著收穫歸來，將一年的收成化作來年的信

念和力量，分享給我們的每一個親人，每一個關心和牽掛我們的

人。冬天是我們每一個人享受喜悅的時候，忙碌了一年的我們，

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能真正地安靜下來，分享一年來的收穫，這個

時候是我們最幸福、最為舒坦的時候，因為只有冬天這個奢侈的

季節，我們才能分享我們收穫的喜悅、美好的生活和一切屬於我

們的東西。

冬天，雪是最為迷人的景色，每一場大雪，都會給我們帶來

無數的喜悅。下雪之後，孩子們可以無拘無束地享受這個冬天屬

於他們的快樂。

落雪之後無聊的孩子們，奔跑在茫茫的雪原上，追捉著、打

鬧著，時而不時地玩著各式各樣的遊戲。打雪仗、滾雪球、堆雪

人、捕鳥、追野兔……這個時候是孩子們的天下，只有他們會不

畏嚴寒，享受屬於他們的冬天之樂。

每一場大雪之後，遼闊的大地上都會沉現出冬天的風景線。

無處尋食的鳥群落在村莊的樹杈上成天嗷叫著，等待我們施捨食

物或者是與院子的裡雞爭搶食物。

其實更活躍的應該是那些孩子們，在他們的身上更能讓人找

到冬天的氛圍和味道。孩子們的玩法總是出乎我們的想像，他們

能夠利用有限的東西玩出更為稀奇的玩法，有時候真叫人哭笑不

得、無可奈何。

冬天是賦有味道的，每一個冬天我們都能嗅到它的味道。

有時候，我們穿著厚厚的冬裝在高原的鄉路或是城市的街道無數

次地徘徊，一把鼻涕一把淚，就是要找到冬天的那種感覺，那種

真正的冬天。冬天是富有詩意的，當我們靜下心來仰望冬天的時

候，它就像一幅美麗的畫卷一樣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皚皚白雪、

蔚藍色的晴空及零星的雲朵……錯綜地繪製成一幅美麗而又冗長

的冬天的畫卷。

北方的冬天，我們有著無數的感慨和激昂，我們可以領略雪

後的北國風光，我們可以享受北方的豪情和烈酒。北方賦予了我

們生命，更賦予了我們永遠生存下去的信念。北方的冬天寒冷與

喜悅同在，激情與烈風同時綻放出冬天最為焦灼和美麗的時刻。

我們不畏冬天的寒冷和冰凍，我們喜歡北方的這種激情、喜悅、

寒冷、烈風交織的季節，喜歡這樣特別的冬天，這樣賦有詩意和

激情的冬天……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11月20日)播放精彩節目
黃溪連大使出席「中國大使教育基金」等獎助學金頒獎儀式
菲 律 濱 唯 一 華 語 電 視 台 — 《 菲 中

電 視 台 》 播 放 時 間 ： 每 星 期 日 （ E V E R 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BEAM 
TV（TV Plus, Affordabox, Sulit TV SKY有線
電視32頻道）播出，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中電視台》FACEBOOK和
YOUTUBE頁面上進行直播。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節
目）。星期日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16頻道，GLOBAL 
DESTINY有線電視15頻道，CIGNAL有線電視
13頻道，GSAT有線電視8頻道）播出。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
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晚上9:30 pm 至 10:00 pm，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
聞）。

《菲中電視台》本周（11月20日）播放
節目預告如下：

一. 11月7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聯合
SMNI基金會援助內湖省、八打雁省「巴英」
災民。

二．菲律濱中正學院校于10月27日上
午，在中正紀念堂舉行83週年校慶慶祝會。

三. 11月3日早上，菲律賓福建總商會前
往內湖省 Binan 市政府，為颱風災民提供賑
災物資。

四. 11月8日傍晚，菲律賓中國商會武六
干省分會禮訪武六干省省長Daniel Fernando。

五．慈濟米骨、奧莫克、三寶顏志工為
遭受颱風"巴英」影響的家庭提供救濟。

六．11月8日，菲律賓中國商會甲美地省
分會二度出發賑濟「巴英」災民。

七．11月5日下午，中國駐拉瓦格領事館
館長領事任發強出席抱威高中首屆中國文化
節。

八.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禮訪菲律賓內政
部，受到了副部長巴雷托、副部長巴爾莫西
納以及多位官員的熱情接待。

九. 11月11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
出席「中國大使教育基金」華校華語教師獎
勵金及華校學生獎、助學金頒發儀式。

十. 聖公會中學校友會于11月12日上午，
假ZOOM網絡視頻舉行「聖友《尊師重道》
感恩會」。

十一. 中建三局國際公司（海外事業
部）施援「巴英」重災區。

十二．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發佈關于進一
步調整赴華人員申領健康碼要求的通知。

十三. 10月17日上午，PG Flex Group 執行
長施超權被聘任為菲國警國都警區記者會新
屆顧問。

十四. 11 月 9 日，馬尼拉酒店點亮其聖
誕樹，正式拉開了節日慶典的序幕！聖誕樹
裝飾著耀眼的燈光、花卉印花裝飾品、紅色

編織的小鳥和閃閃發光的金屬絲，使其成為
酒店大堂的焦點！倒計時期間，來賓們的臉
上都洋溢著驚奇和興奮。

十五．馬尼拉萬豪酒店于11月 12 日舉行
聖誕樹點燈儀式，標誌著聖誕季節的開始！
來賓們享受了一個音樂之夜，享用了豐盛的
聖誕美食自助餐，包括豐盛的甜點、滿溢的
香檳和優質雞尾酒！

十六．11月18日，第五屆世界聲博會在
安徽合肥舉行。3萬平方米展示面積，聚集的
人工智能產品超過1000件。在這裡，趣味換
臉、四足機器人、照片會說話、救援機器人
等趣味十足的人工智能展品在現場等你來體
驗。

本台聯繫電話：09228943681  EMAIL: 
chinatowntv.ibc13@gmail.com.台長施玉娥
（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
（LOUELLA   CHAN），節目主持人葉天慧
（LIZBETH YAP）。

惠及百萬家企業，穩住工業「壓艙石」
——深圳5個「30條」落地觀察

新華社記者孫飛

紓困解難「30條」、培育壯大市場主體「30條」、促消

費「30條」、工業經濟「30條」、經濟穩增長「30條」……

今年以來，深圳密集出台5個「30條」及「20+8」等政

策，穩中求進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深圳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10月底，深圳5個

「30條」政策惠及企業超100萬家，累計為市場主體減負超

1400億元。

前三季度，深圳經濟同比增長3.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同比增長6.2%。

緩繳或減免社會保險費，緩繳或降低住房公積金，實施

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政策……

面對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衝擊，深圳3月下旬發佈關于應

對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幫助市場主體紓困解難若干措施，提

出30條舉措為市場主體減輕負擔。

深圳基本半導體有限公司董事長汪之涵說，深圳出台的

惠企紓困「30條」措施可謂多層次、全方位，企業能直接受

惠的稅費、房租、融資、生產等措施就有近10項，可以說是

一場「貴如油」的「及時雨」。

工業是深圳經濟發展中的「壓艙石」。5個「30條」中的

多項政策舉措，推動穩住製造業「基本盤」。

如紓困解難「30條」提出，鼓勵工業企業擴大排產生

產，全力支持企業擴大投資。

 工業經濟「30條」則提出，加快重大工業項目規劃建

設，加大高端先進製造業重大項目獎補力度，保障企業電力

供應。

多重機制保障下，新的「深圳加速度」正在一些工業領

域顯現。

深圳坪山，新能源汽車產線忙碌、車鳴清脆。近期，比

亞迪第300萬輛新能源汽車下線。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王傳福說，公司從

「第1輛新能源汽車到第100萬輛新能源汽車」用時13年，從

「100萬輛到200萬輛」用時1年，從「200萬輛到300萬輛」僅

用時半年，比亞迪在新能源賽道上持續駛出「加速度」。

前三季度，深圳主要高技術產品產量持續快速增長，新

能源汽車、充電樁、5G智能手機、民用無人機產量分別增長

217.3%、130.0%、37.4%、28.7%；同期，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

實現增加值9370.50億元，同比增長7.5%，並且今年以來呈現

逐季加速增長的態勢。

在深圳謀劃發展壯大的20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積極

培育發展的8個未來產業中，不少產業前三季度表現亮眼。如

新材料增長22.6%、高端醫療器械增長14.1%、海洋經濟增長

10.1%。

不僅有工業的「大塊頭」，也有專精特新「小巨人」。

深圳市工信局相關負責人說，深圳3040家規上工業「專

精特新」企業，前三季度合計增加值同比增長11.4%，對基本

盤的穩固和宏觀經濟穩增長起到較強支撐作用。

「基于長期的技術積累以及產業化經驗，從陶瓷材料研

發到熱敏電阻，以及傳感器生產製造，我們形成了較為完整

的產業鏈。」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深圳安培龍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延洪說。

工業投資也顯現強勁的發展潛力。「前三季度，深圳工

業投資增長35.1%，其中製造業投資增長27.2%，企業對未來

發展有信心、對投資深圳有信心。」深圳市統計局相關負責

人說。

今年以來，深圳一批重點工業項目相繼開工或投產。如

光明燃機電廠、深圳東部電廠二期等重大能源項目，貝特瑞4

萬噸硅基負極材料擴建項目、邁瑞醫療器械標桿製造基地等

一批先進製造業項目相繼開工。

「深圳的5個『30條』既注重解決市場主體當下面臨的

困難問題，也著眼于長遠的經濟順暢循環。」中國（深圳）

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發展與國資國企研究所執行所長余凌曲

說，集中力量持續做大做強產業「長板」，就能不斷提高核

心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