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嚥下一口難言的故鄉酒

高洋斌

                   夜下，
                   間或抿一口
                   桂花酒
                   我決意把夜晚
                   咀嚼出甜味
                   仰望一輪玉盤，
                   高掛在
                   窗外的樹丫上
                   曾經掛在
                   故鄉的那輪一樣
                   只是，
                   多一些莫名的距離

                   多麼想，
                   淺斟低唱
                    一次濃烈的酒精
                   過後
                   搖搖，晃晃
                   夢裡，
                   就是故鄉

梅花
賴運勝

 凜冬的風霜雨雪還在呼嘯，春天的溫

暖信息還未爬上樹梢，草木百花仍然還在

消歇，而一株株傲立山野的梅花，卻枝幹

挺拔，迎著風雪怒放，爭奇鬥艷。

梅花，人們稱其梅，也叫春梅、乾枝

梅、酸梅、烏梅等。原產華夏，已有三千

多年的栽培歷史。梅的花朵通常冬春時節

開放，與松、竹並稱為「歲寒三友」，與

蘭、竹、菊並稱為「四君子」。素有「春

蘭，夏荷，秋菊，冬梅」之稱。

中華民族的梅文化源遠流長，並造就

了國民獨特的精神神韻、審美情趣和和生

活習俗。古今文人墨客對梅花情有獨鍾，

視賞梅為一件雅事。且賞梅貴在「探」

字，品賞梅花常常著眼于色、香、形、

韻、時等。

宋代詩人范成大在《梅 譜》中說：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

枝怪石著為貴。」所以在詩人、畫家的筆

下，梅花的形態總離不開橫、斜、疏、瘦

四個字。

人們觀賞梅韻的通常標 準，則以貴

稀不貴密，貴老不貴嫩，貴瘦不貴肥，貴

含不貴開，謂之「梅韻四貴」。且探梅賞

梅須適時。過早，含苞未放；遲了落英繽

紛。古人認為「花是將開未開好」，即以

梅花含苞欲放之時為佳，故名「探梅」。

梅花品種較多，大品種就有30多個，

下屬小品種也有300多個。若按品種、枝

條、色彩及生長姿態分：有葉梅類、直腳

梅類、 杏梅類、照水梅類、龍游梅類、白

梅、紅梅、臘梅、綠梅、珠梅等。

梅花，品種不一，花色 也不同，有

紫紅、粉紅、淡黃、淡墨、純白等多種顏

色。或紅如雲霞，或黃如錦緞，或綠如碧

玉，或白如瑞雪，花瓣潤滑透明，姿態萬

千。

「紅梅」，有紫紅、粉紅，其「骨裡

紅」，色深紅重瓣，凋謝時色亦不淡，樹

質似紅木；「玉蝶」，花白略帶輕紅，有

單重瓣之分，輕柔素雅。花形極美，花香

濃郁，綴貼秀枝，片片雲霞；

「臘梅」，淡黃姿色， 黃的清新，

迎風撐萼，搖曳生姿，微風吹拂，陣陣清

香，引群蜂相擁；

「綠梅」，綠萼秀逸， 傲立枝頭，

萼片綠色，重瓣雪白，青春洋溢，香味襲

人，清麗脫俗，獨展芳容；

「白梅」，白的清麗， 瞬時綻放，

白雪翻飛，一片雪海，恍若仙境；「紫

梅」，重瓣紫色，淡淡清香；

成片栽植上萬株梅花，疏枝綴玉繽紛

怒放，有的艷如朝霞，有的白似瑞雪，有

的綠如碧玉，形成梅海凝雲，雲蒸霞蔚的

壯觀景象。

令人不由得想起「疏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詠梅佳句。

梅花，群芳不鬥艷，百 花不爭光，

沒有彩蝶纏繞而失落，沒有蜜蜂追隨而沮

喪，不羨桃李逐水流，不學柳絮隨風飄。

梅花，甘于寂寞，嫵媚脫俗，默默綻

放，無私奉獻，令人讚歎，讓人景仰；

梅花，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勇于挑

戰，傲然怒放，讓人關注，令人頌揚；

梅花，無所畏懼，不屈不撓，錚錚鐵

骨，獨具風采。令人讚頌，給人溫馨

梅花，地凍天寒，迎風綻放，花魂英

姿，正氣凜然，讓人讚美，蕩人心弦。

有人說梅花是英雄花。象徵著高潔、

忠貞、堅強、拚搏、謙虛。

有人說梅花是五福花。象徵著快樂、

幸福、長壽、順利、和平。

有人說梅花是報春花。象徵著迎春、

傳訊、報喜、惜春、吉祥。

自古以來，文人墨客慣于托物言志、

寄景抒懷，高潔的梅花便成為文人寄物言

情的最佳載體。梅花的香味別具神韻，清

逸幽雅，稱為暗香。「著意尋香不肯香，

香在無尋處」讓人難以捕捉卻又時時沁人

肺腑、催人欲醉。探梅時節，徜徉在花

叢之中，微風陣陣掠過梅林，猶如浸身香

海，通體蘊香。

梅以形態和姿勢為首， 有俯、仰、

側、臥、依、盼等形態，也分直立、曲

屈、歪斜的姿勢。梅的樹皮黑褐多糙紋，

枝虯曲蒼勁嶙峋、風韻灑落，有著飽經

滄桑，威武不屈的陽剛之美。梅的枝條清

、明晰、色彩和諧，或曲如游龍，或披

靡而下，多變而有規律，呈現出一種獨特

的力度和線條的強悍韻律感。

如今，梅花依然是中華民族的魂魄和

精神象徵。愛梅、賞梅、頌梅，已成為雅

俗共賞的民間習俗。因此，我國南京、無

錫、蘇州、泰州、武漢、丹江口、鄂州、

淮北、梅州、南投等10多個城市將梅花定為

市花。許多專家及民眾還積極推祟梅花為

國花。

是啊！堅強，忠貞，高雅，是梅花的

花語。

是啊！高潔，勇敢，謙虛、是梅花的

品質。

是啊！美麗，凜然，無畏，是梅花的

德行。

大自然的梅花如此，世間的人們何不

亦如！

茶心
李姍姍

　　「醉對數叢紅芍葯，渴嘗一碗綠昌明」，自小，就對喝茶情有

獨鍾。忙碌的生活中，拿一個白色的細瓷杯，倒上沸騰的白水，看

到細碎的嫩葉翻騰舒展，心不由得漸漸沉靜，但也心裡明白，此種

喝法，不過是「下里巴人」，跟真正的品茶，相去甚遠。

　　古人對品茶要求甚高，好茶一定要與好水，好火，好具，甚至

是好環境相襯。高山流水，深谷幽澗，素手汲泉，幽人雅士，紅妝

知己，茶具精舍。紅泥小火爐，能飲一杯無？

　　《紅樓夢》中高潔的妙玉用陳年梅花上的雪泡老君眉，當成窯

五彩小蓋鍾被劉姥姥喝過，便毫不猶豫地丟棄，對茶道的要求達到

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曾經去過一家茶室，牆上掛大圖闊幅，山勢逼人的遠山圖，屋

子中間擺著屏風，軟榻上鋪著中國刺繡，茶室中間是一個雕刻著花

紋的黑甕，前面是蓮花雅座，桌子上擺放著小巧的古陶茶具。不時

有《高山流水》的古箏琴聲在耳邊響起。一個中年人向我走來，他

頗有些自得地介紹著：「畫是范寬的真跡，軟榻上是著名的湘繡，

甕裡是從玉龍雪山腳下取來的雪水。」他捧出一壺茶：「飲用時，

先將餅茶放在火上烤炙。然後用茶碾將茶餅碾碎成為粉末，再用

篩子篩成細末，放到開水中去煮。三沸以後，才將茶水倒入碗中飲

用。且只倒三碗，時間一長，水老不可食也。」因為都是極品，一

壺價格要在千元以上。

　　不知為什麼，在心嚮往之的同時，卻有一點點牴觸，這看似沒

有瑕疵的泡茶過程，似乎缺少了什麼。

　　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因為事情急迫，我只能連夜趕路。雪越

下越緊，開著車，我已看不清前面的路程，只好在路邊一個小旅館

裡歇腳。已經入夜，只有一個頭髮斑白的老人在空蕩蕩的大廳裡喝

茶。老人看見我很高興，招呼我共飲。茶是很普通的綠茶，茶具只

是紫砂壺，水也不過是燒開的自來水。老人的動作很熟稔，手勢一

高一低有節奏地點斟茶水，如同祥龍行雨，鳳凰點頭，一連串動作

行雲流水。在寒風呼嘯中聞著清新淡雅的茶香，看著老人臉上的皺

紋在騰起的水霧中舒展開，聽著老人回憶起一生的歷程，突然覺得

有種返璞歸真的感動。老人說，其實品茶無關乎器具，重要的「茶

心」，只有「和，靜，清，寂」的心境，才能讓你體會到茶的真性

情。

　　從此，我不再苛求泡茶的外在條件，因為茶，實際上是讓心

靈回歸至真至純的過程。烹茶掃雪，一碗讀書燈。無論在「廟堂

之高」還是「江湖之遠」，只要有了「茶心」，你都能品到一壺好

茶。即使沒有茶，你也能品到自己清雅的心境。

　　煮一壺好茶，最重要的是有一顆純淨的心。

流芳百世

訃  告
陳挺港（晉江羅山）

逝世於十一月七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礼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三 樓 3 1 1 靈 堂
(SANCTUARIUM311LILACWH工TE)
出殯日期另訂

洪肇懷
（晉江英園）

逝世於十一月十一日
停柩於家鄉晉江龍湖杭邊村本宅
出殯於十一月十六日

林文賢
（晉江柳山）

逝世於十月四日
於十月七日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樂聖堂
擇訂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卅分奉骸出殯

董龔惜治
（石獅永寧）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大陸
出殯日期另訂

陳施秀須
（深滬坑邊）

逝世於十一月十日
停柩於香港
出殯日期另訂

龔火欣
（石獅永寧）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

郭洪珍智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
停柩於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出殯於十二月四日

林文賢訂期出殯
佳勤軸店訊：僑商林少藝、“少庭”、

少向、嬋娟賢昆玉令尊翁林文賢老先生，係
詹益榮女士令夫君（祖籍晉江柳山），不幸
於公元二○二一年十月四日凌晨五時三十五
分，壽終於岷市崇基醫院，距生於一九三七
年丁丑三月初五日吉時，享壽八十有五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礙於疫情，謹照
菲國法令，飾終事宜從簡，遺體已於十月七
日（星期四）下午一時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樂聖堂。

擇訂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八時
三十分奉及出殯，安葬於甲美地馬尼拉紀念
墓園MANILA MEMORIAL PARK，DASMA 
CAVITE。

國際儒聯北師大辦國際漢學青年研修班
華教中心歡迎菲律賓青年學者報名參加
華教中心訊：國際儒學聯合會、北京師

範大學主辦，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價值
與文化研究中心承辦的「中華文化國際青年
研習專案2021——國際漢學青年研修班（第
二期）」委託本中心面向菲律賓全國招生，
有意學習者歡迎報名。

為了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培養
青年一代研究學者，促進他們對中國傳統思
想和文化的深層次瞭解，國際儒學聯合會與
北京師範大學聯合將于2021年11月29日至12
月3日舉辦線上「中華文化國際青年研習專
案2021——國際漢學青年研修班」，主題為
「中國哲學視域中的共同性理念」。

該專案主要面向從事相關研究的40歲
以下的海外優秀青年學者和「新漢學計畫」
博士生，充分發揮國際儒聯豐富的專家學者
資源，幫助學生開拓學術視野，提升學術水
準，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培養青年一
代研究學者，促進他們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
化的深層次瞭解。活動將採取線上直播形
式，分為學術講座（專家講座、學者點評和
提問互動）、學術對談（一位專家主持，多
位專家圍繞專案分主題進行對談）﹑分組討
論（根據研修主題分成學習研究小組，學業
導師將為學員學習研究提供有針對性的指

導）﹑學生辯論（學員將在研修課程最後一
天進行分組辯論，圍繞兩個題目進行辯論，
並將在結束後由專家予以點評）等環節。

主講嘉賓有：安樂哲教授（北大）﹑姚
新中教授（人大）﹑貝淡寧教授（山大）﹑
孫向晨教授（復旦大學）﹑方朝暉教授（清
華）﹑彭國翔教授（浙江大學）﹑楊國榮教
授（華師大）﹑劉笑敢教授（北師大），並
由來自于北京師範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
心、哲學學院的專業學者崔曉姣（北京師範
大學哲學學院講師）﹑蔣麗梅（北京師範大
學哲學學院副教授）﹑朱雷（北京師範大學
哲學學院講師）等組成學業導師團隊。

學 員 需 全 勤 參 加 研 修 課 程 與 導 師 指
導，並在12月10日前提交學習心得發送至
fuhualai@bnu.edu.cn（英文不少于1500字，中
文不少3000字），便可獲得由國際儒學聯合
會頒發的結業證書。

報名材料為：個人簡歷（一頁）、在學
證明或學生證（電子版檔）、護照首頁（電
子版）、報名表（電子版）。

申請者應于11月15日前填寫報名表，並
附上報名材料，發送至fuhualai@bnu.edu.cn,郵
件標題請命名為：CCSP+學校+英文名+中文
名。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商會線上舉行
第十六屆理事會第五次會議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商會訊：由於新
冠疫情影響，線上視頻會議之形成為目前華
社的新常態。本會在二○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星期三）下午八時，仍假視頻平台舉行第
十六屆第五次全體理事會議，討論會務開展
與其他重要議題。

是晚八時，由鄭遠明理事長宣佈會議開
始前，提醒本會理事儘管本國新冠肺炎感染
人數大幅降低，但在大岷區與其他仍然屬容
易傳播新冠病毒，由於地區都開放經濟社會
流動量，增加的滲透性和安全規程的遵守性
降低，所以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存在，在此非
常時期，務必遵守防疫措施，以確保自身與
家人的健康安全。然後由陳燕勝秘書長報告

上一次會議詳細匯報近期財務收支，討論事
項和會務活動，理事亦多次踴躍發言。提出
寶貴意見。互相討論，對今後會務運作有一
定的溫馨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是晚出席視頻會議有：理事長鄭遠明、
榮譽理事長吳啟發、永遠名譽理事長陳光
曦、名譽理事長侯斌鴻、林國端、蘇世選、
陳頌南、執行副理事長黃拔來、副理事長謝
國萬、戴宏儒、黃子文、陳輝程、趙世鶴，
秘書長：陳燕勝，副秘書長：陳耀煌、劉榮
輝，黃易，常務理事：陳國材、黃偉利、黃
達生、王春霖、林少森、林榮芳、黃書榜、
侯漢明、梁毅、陳少峰、雷永坤、陳小懷、
潘貽福等。

中國海上風電裝機超1300萬千瓦 
呈高速發展態勢

中新社鹽城11月16日電　以「中歐海上
風電合作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為主題的中歐
海上風電產業合作與技術創新論壇11月16日
在江蘇鹽城舉行。

國家能源局副局長任京東在開幕式致辭
中說，中歐雙方在能源領域特別是新能源方
面互補優勢顯著，合作前景廣闊。希望各方
繼續深化政策與信息交流，加強中歐海上風
電規劃、政策、技術、標準、商業模式等領
域的交流，促成合作意向達成與成果落地。
同時，持續加強技術與創新協作，抓住產業
升級關鍵機遇，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動海
上風電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

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胡廣杰表示：
「截至2020年底，江蘇可再生能源累計裝機
規模達3738萬千瓦，其中海上風電並網裝機
達573萬千瓦，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擁有
全國最完整的海上風電產業鏈，2020年全省
海上風電產業產值約達1000億元（人民幣，
下同），位居全國首位。」

歐盟駐華代表團能源與氣候行動參贊傅

維恩說，歐盟和中國作為巴黎協定的主要締
約國，積極參與全球為限制氣候變化不利影
響所進行的各種努力，歐盟和中國都選擇了
無碳道路。為實現雙方各自的目標，歐中必
須開發新的低碳能源，並且積極推進相關創
新技術的部署進程。

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副院長顧洪賓在
會議上透露，截至今年9月，中國海上風電裝
機已超1300萬千瓦。

在加快能源轉型、實現碳中和的驅動
下，未來中國海上風電將長期保持高速發展
態勢。

活動的舉辦地鹽城是中國海上風電裝
機規模最大、產業鏈條最為完備的地級市之
一。鹽城市委書記曹路寶表示，鹽城正爭取
打造千萬千瓦級海上風電示範基地。「到
2025年，鹽城新能源裝機規模將達到2000萬
千瓦，其中海上風電裝機規模超過1100萬千
瓦；新能源裝備製造產業的規模將達到2000
億元以上，其中海上風電裝備製造爭取達到
1000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