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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中美元首視頻會晤
        我們偉大的國家主席習
近平同志，於十一月十六日
上午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
頻會議。在最近中美的關係
呈現緊張之際，這次會議將
成為世界近代史一個重要的
轉折點。習主席在會議前已

強調反對美方「打冷戰」。他指出，中美發
展都處於關鍵階段，中美作為世界兩大經濟
體和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該加
強溝通和合作，既辦好我們各自國內的事
情，又承擔起應盡的國際責任，共同推進人
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這是中美和世界
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中美兩國領導人
的共同使命。
         眾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
後，中美兩國曾掀開了第一次的冷戰。美國
是要強制其對世界諸國實施「霸權主義」。
由美國倡導，唯美是從。而對中國則以經濟
封鎖來抵銷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斷絕中國
與世界各國的各種交易。於是中國對外的
交流就被所謂的「鐵幕 」或「竹幕」所限
制，旨在孤立中國對外的開放。我中華人民
共和國飽受內憂外患之苦，一直到鄧小平同
志擔任國家主席之後，中國才開始門戶開
放，經濟大改革，中國產品亦同時暢銷全
球。使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面貌煥然一新，
一直到現在由習近平主席再度發揚光大。如
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是屈指可算。
難怪美帝要千方萬計，詭計多端要用各種非
法的手段來壓制中國經濟的發展。最可惡的
就是唆使台獨罪魁惡首蔡英文來當馬前卒，
而美帝希從兩岸的衝突來坐得漁翁之利，更
使台獨份子以為有美帝背書。
         中美元首視頻會晤主要內容概括為
「3421」，就是習近平主席就發展中美關
係提出「三點原則」和「四的方面優先事
項」、「兩國領導人達成兩國原則共識」，
習近平主席就「一個重要問題」深入做了美

方工作，現在我們來分析3421的真正意義。
         （一）三個原則：一是相互尊重，平
等彼此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平等相待，管
控分歧，求同存異。二是和平共處，中美發
生衝突將是人類浩劫，不衝突不對抗，堅守
底線，三是合作共贏。
         （二）四個優先：一是展現大國擔
當，引領國際社會合作應對突出挑戰。二是
本著平等互利精神，推進各層級各領域交
往，為中美關係注入能量。三是建設性方式
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防止中美關係失控。
四是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協
調與合作，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天下
並不太平，中美應該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
捍衛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發展，維護公正合
理國際秩序。
         （三）兩國領導人達成兩個原則共
識：一是兩國元首都強調中美關係極端重要
性。習主席表示，中美關係不僅對兩國十分
緊要，而且已經超出兩國的範疇，對世界十
分緊要，只能搞好，不能搞砸。推動中美各
自發展，共同推進人類和平穩定的國際環
境，都需要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關係。雙方
應該加強溝通和合作。二是兩國元首都表示
反對打新冷戰。
         （四）習主席在會晤中指出，搞意識
形態劃線陣營分割，集團對抗，結局必然是
世界遭殃，要美方把不打「新冷戰」表態落
實。
         中美兩國元首的的對話，無論從任何
一方面來看，都會減少雙方的對立及緊張，
至於兩岸統一的問題，中國絕對不會讓步，
無論美國對台灣有什麼承諾，或是什麼協
約，和中國大陸絕無關係。因為維護我們國
土的完整，是我們自己內政的問題，絕對不
會容許任何外來勢力的干預。
         如果台獨份子能知難而退，則兩岸才
能和平共處，如要挑撥離間，則「武統台
灣」當成為第一的選擇。

真的愛情故事
（一）

真 與 他 的 另 一 半 ， 一
起也過了十五個春秋。真娶
她時正遭遇人生最痛楚的時
候。他的珍走了，只收到她
一封信。他卻每隔天就寄出
一封信給她，總是音訊杳

然。本來他想跑去地球的另一邊找她。後來
一想，二年來，隻字沒覆。縱使找到了她，
也無濟於事。她是變心了。見了面，說些什
麼呢？她是不是另結新歡，二年來什麼事都
可能發生的。

與他過了十五年的另一半叫巧玲。是
真在人生最低谷時一個最要好的朋友的妹
妹。

其時我真已認識她，小時候，到同學
家總是見到嬌小玲瓏，清秀可人的巧玲。

本來真不想再結交女朋友，真的死黨
纏著他，非要把巧玲介紹給他。

想不到那小不點兒，幾年不見竟長成
了大姑娘，眼神中他愛之切的珍有點神似。

經過了二年不太認真的交往，其實大
都是我那好同學從中湊合。與巧玲的鍥而不
捨，我那已死的愛的火花才又死灰復燃。

（二）
二年了，真寫給珍的信，每隔一日就

發去一封，都石沉大海。他從希望走向失
望，又從失望中不甘心地默默地等待。郵差
總是不敲他的門。

最後徹底失望了。可在他的心的深深
處又有那麼多的不甘心。

（三）
真與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常常跟

珍開玩笑，在不經意的玩笑中，更多的是暗
示的成份。

真說：「小說中常有結義兄弟插香盟
誓，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
日死。」說時，他的眼睛盯著珍。

「那咱們二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將
來是不是也同年同月同日死。」

真看著珍的眼睛，珍也沒逃避的，四
日相投。

「……」珍呢喃著。
「也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珍的頭靠著真的臂膀，眼睛噙著淚。

（四）
這是不是山盟海誓，真與珍兩顆滿盈

著愛的心，彼此纏綿著。
那 是 在 他 們 中 學 即 將 畢 業 時 發 生 的

事。

（五）
他們上了同一所大學，開始時一年不

同班，到了第二年他們報讀同一學科又同班
了。三年的大學生涯，他們也長大了，在珍
來說是適合論婚嫁了，在真那方面卻好像太
早了點。

他們沒所謂，真滿肚子理想，想先闖
出一番事業，珍支持真的想法。

最 後 珍 與 他 的 父 母 兄 弟 舉 家 移 民 美
國。於是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對情侶，
卻捧打鴛鴦，活生生被拆散。

（六）
真在他人生最最絕望中，是巧玲給他

重拾人生的希望。
巧鈴對真付出了少女最純真的愛。真

好像一個在痛苦的大海中掙扎的人，巧鈴是
根稻草，真在下意識到抓住了，這最後一根
稻草。

真知道巧鈴對他的愛是真心的。最後
他倆走在一起，經過了一年多的交往，在真
的心的深深處始終揮不掉的還是那段同年同
月同日生的愛情。真幾次下了決心，決定把
珍忘掉好好地真心地愛巧鈴，經過了無數
次午夜夢迴，始終是揮不去，忘不掉。就這
樣接受巧鈴的愛，真感到內心有份沉重的內
疚。好幾次他勸巧鈴找個對她真心的男朋
友。他也把他內心那驅之不去的陰影坦誠相
告。巧鈴總是說著相同的那句話：「我會讓
你真心愛我的，我願意等，什麼時候你驅散
『珍』的陰影，你再接受我的愛。」

（七）
就 這 樣 真 自 己 折 磨 著 自 己 ， 珍 的 影

子，是驅之不去的夢魘。
畢竟他與珍已離開三年了，看來真是

真的變心了。他總是自己想了很多珍已變心
的理由，想說服自己去接受巧鈴的愛。

一 次 失 敗 了 ， 二 次 失 敗 了 ， 三
次……，經過無數次的內心的交戰。最後走
出了珍的陰影，他決定把那顆深深地愛著珍
的心，去愛巧鈴。

最後他們走上了婚姻的殿堂，真好像
徹底地擺脫了珍，又好像他只是把巧鈴來代
替珍。

他知道這樣對巧鈴好像很不公平。他
也無能為力，只能這樣帶著一顆內疚的心，
嘗試著給巧鈴完完全全的愛。

（八）
真與巧鈴，婚後夫唱婦隨，巧鈴不僅

是家庭主婦，還是真發展事業的幫手，真是
一位能幹的小婦女。

真總是叫她女強人。
他們婚後一年，有了愛情的結晶。事

業也蒸蒸日上。
婚後三年生下了一男一女，他們的日

子過得很幸福，一家子充滿了歡聲笑語。

（九）
有一天，巧鈴在商場碰到了珍與一個

男人手牽手，很親密的邊走邊談話，沒見到
巧鈴。

「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誰了？」
「誰？」
「是珍，她跟一個男人手牽著手，很

親密。」
「呵！」真不以為然。
「 聽 到 沒 有 。 」 巧 鈴 以 為 他 沒 聽 清

楚。
「聽到了，你說珍與一個男人手牽手

逛商場。」真無動於衷地回答。

（十）
「珍回來了，回來又能怎樣呢？她應

該是有夫之婦了，我也有了一對兒女。老天

待我不薄，這回，我真的徹徹底底地忘了

珍。我不怨她。我得好好珍惜巧鈴的愛，我

愛巧鈴，愛我的兒女。」

真默默地想著。內心充滿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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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值得佩服讚賞血性領袖習近平
自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

來。中國在習近平主席提出拉
開一埸對農村脫貧的攻堅戰之
後，許多幹部和農業專家紛紛
被派往農村，指點農民種植各
自適合當地土壤氣侯的農作
物，並教導當地果農菜農如何

利用科學化的技術種植，使許多貧脊窮鄉農民
獲得年年豐收的驕人成果，也使中國幾百萬貧
脊農村老百姓走入小康。

在中國共產黨正確路線指引下，上下團
結一致日夜工作，中國完成了全國四通八達的
鐵路、公路、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橋，使農民生
產的農作物和果子，可以方便迅速運至銷售地
點。這些年來在習主席提倡下，要保護自然環
境和大自然的原始生態，完成人類和大自然環
境和詣共生共存。君不見現在中國農村環境已
有一百八十度的改變，農村的景色是如此多嬌
又迷人，所以吸入了許多長年居住在喧囂鬧市
的人們，前往農村度假休閒，鬆懈身心疲憊，
簡接使貪脊農村熱鬧起來又增加了當地旅遊收
入，中國農村一片欣欣向榮，許多大學應屆畢
業後紛紛回到農村創業……。

委其實對旅居海外數千萬遊子，對國共
兩黨磕磕碰碰、恩怨情仇、惺風血雨的政治鬥
爭，可以說是一椿膚淺的歷史認知而已。但作
為每一位嫁到夫家的海外中國女兒，我們都希
望有個強大無私的政黨，引領中國走向一個富
裕的娘家，能使嫁給夫家中國媳婦能昂首挺胸
與人平起平坐，不受人家藐視排斥……。不管
它是黑貓或白貓只要是能使中國傲立於世界強
國之林，我們不去糾結它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或
是毛澤東的共產黨，只要能使中華民族復興強
盛的任何政黨，都是值得我們海外中國人去擁
護讚揚……。在五千萬海外遊子內心深處，總
銘記於心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的娘
家。

翻開塵封七十年抗日戰爭的頁冊，觸目
驚心，慘不忍睹的十四年對日本法西斯戰爭
中，3,000多萬中國軍民傷亡，人民財產損失
無法估量，喪失親人慘痛創傷是金錢無法彌補
的，中國人民慘痛打贏這場戰爭，是負出沉重
代價換回來的慘勝。在國共兩黨領袖面前，
他們倆黨都沒有向日本法西斯劊子手討來陪
賞，反而捧出「以德報怨」一筆勾銷，不向日
本索取陪賞，對於中國民間老百姓在妻離子
散，殘牆斷壁，面對廢墟破爛家園只留給老百
姓自生自滅去處理。中國人民只好活在國共兩
黨「慷他人之慨」而不對日本討來陪賞的無奈
中……。可悲的，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七十年過
去了，中國人民等不到日本法西斯劊子手後裔
的悔意，也沒有絲毫反省認錯的跡象，也得不
到日本屠殺中國人的正式道歉……。

今天日本鬼子並不顧慮傷害十四億中國
人民感情，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承認是日本侵佔
中國的領土，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勾結加入協
防，赤裸裸干涉了中國內政，公開與中國叫
板，這種死不悔改的民族，我們還在顧慮什
麼，難道中國人連一種反制行動的剛氣都沒
有？最近才從朋友傳來一段習近平毫不含糊、
毫不客氣發出對日本問題的中國嚴正聲明：

「第一件事情針對日本野田開啟釣魚島

國有化，中國隨則向聯合國宣佈釣魚島領海基
線，實際開啟以艦機公開正常巡邏，劃定東海
航空識別區涵蓋釣魚島。首次提起釣魚島是日
本對二戰戰後秩序的一種公然挑戰，把問題提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日本措手不及……。

「第二件事情，高調紀念『九一八事
變』，高規格紀念『七七全面抗日戰爭』。
不再顧慮所謂刺激日本，而影響中日友好的問
題。銘記歷史，才能珍惜和平。他認為中國
人，大家不能只享受和平而不維護和平，和平
就將不復存在。如果中日之間，最基本的是非
問題，歷史的罪錯都不能達成共識，由中國單
方面忍讓妥協換來的所謂和平，是虛偽，是不
公的，中國人民永遠不會答應的，這種和平助
長日本人的更囂張，更可怕……。」

「第三件事情，舉行國家公祭，紀念
『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並首度將南京大屠
殺，卡廷慘案，與奧斯維辛集中營慘案同列為
二戰期間的三大屠殺，由此將南京大屠殺上升
到人神共同悲劇的高度，來引起世界範圍的關
注。通過這一安排，中國表達了一個強烈的信
念，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反人類罪
行，中國人民永不忘記，日本人應該為抵賴罪
行感到恐懼……。」

「第四件事情，正式確定慶祝抗日戰爭
勝利日，今年作為70年紀念日將舉行大閱兵。
並且首次將中國的抗日戰爭視為反法西斯東方
主戰場，從而更加鮮明地在世界範圍與人類共
識對接，全面贏得關注和認可。舉行大閱兵是
展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實力和必勝信念。
對那些賊心不死，抵賴罪行，妄圖死灰復燃的
法西斯餘孽，給與當頭一棒的震攝……。」

幾十年來，由於美國老大選擇包庇日
皇，西方對追究日皇罪責幾乎是一個學術禁
區，日美主流歷史學者和官方也是三緘其口。
中國呢？

考慮到日皇保留是既成事實，日皇又涉
及到全體日本人民的感情，所以也避談日皇責
任。可是中國的巨大善意和原諒，沒有得到回
報。對一個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不顧及十四億
中國人民感情的小日本，中國人有必要給日皇
這個戰爭首犯保留面子嗎？所以，中國正式提
出日皇戰爭責任的問題，習主席打響的這一聲
突來春雷，是對日本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是必
須受到海外五千萬的遊子全力支持的正義舉
動。這意味著，關於中日問題最後一個禁區，
中國人肯定要狠狠地把它打破……。

這次中國決定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中
日的恩怨。中國決心不指望任何人，在原則問
題上甚至不會再顧及日本人民的態度，更不顧
慮中日友好，日本今天處處與中國為敵，在台
灣地區的問題與美國勾結對付中國，即然小日
本鬼子你們敢對中國不仁，就別怪中國對日
本不羲。中國以前所未有強勢態度來敲打日
本。也好讓中國人民時刻銘記歷史的真正原
因……。十四億中國人民和五千萬海外華人苦
等了七十年，終於等到一位像習近平這樣的中
國領導人，用他大膽正義吶喊的血性，昂首挺
胸地向日本鬼子來一個新仇舊恨得一起大清
算……。實在令我吃了這把歲的老頭子佩服再
佩服……。

稿於2021年11月17日

鄭亞鴻

永不忘卻的密碼
再幾天，1969年11月19

日，就是我上山下鄉到德化
縣山區插隊52週年了。

那 天 ， 一 位 當 年 一 起
插隊的知青同伴來拜訪，閒
聊中，免不了回憶起插隊往
事，感歎歲月的流逝。同伴

的一句話，讓我久久回味。
他說：「年紀大了，記憶不如從前

了，比如銀行卡、儲蓄單的密碼，經常會
忘記。將出生日期設成密碼，又擔心連身
份證一起丟失，也不保險。後來我將我們
上山下鄉的日期設成密碼，這個日子我始
終記得清清楚楚，決不會忘記！」

是啊，我相信不止是他，每一位老知
青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日期。

52年前的這一天，泉州市體育場人山
人海，紅旗招展，母親和弟妹陪著我來到
這裡，泉州市第三批上山下鄉赴德化山區
插隊的知青將從這裡出
發，我看到母親眼裡含
著的淚花……

就是這一天，我們
告別了城市，告別了學
生時代，有了「知青」
這一名稱。

就是這一天，我們
離開家，離開父母，從
此獨自走上社會，開始
了「跟著太陽起，伴著
月亮歸」的農耕生活。

就是這一天，我們
的命運被改變了，以至
於幾十年後，還有青春
「悔與無悔」之爭論。

作家柳青在《創業

史》中寫道：「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
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
時候。」對於知青來說，這一天，不管自
願不自願，都邁出了人生的一大步，它幾
乎影響了我們的一生，所以才那樣刻骨銘
心。

每個人一生中總有幾個難忘的日期，
比如自巳的出生日期，比如結婚日期，比
如孩子的生日。而作為老知青，則多了一
組生命的「密碼」，那就是上山下鄉的日
期。我們可能忘掉離開農村的準確日期
（年、月當然記得，可具體哪一天未必記
得），但上山下鄉的日期卻記得牢牢的。
這個日期，除了一起上山下鄉的同伴，就
是愛人和孩子也未必曉得，這也是知青情
結的一種體現吧。

上山下鄉那一天，是老知青刻在心中
永不忘卻的密碼！

（2021年1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