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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豆豆

深研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
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是

洗清了香港人屈居為英國殖
民地的恥辱。使港人能挺胸
壯腰地堂堂正正做一個有血
氣有自由有尊嚴的中國人，
對港人來說應該是非常光榮
的歷史，能驕傲地面對世

界，因為他們跟中國十四億的同胞是一樣龍
的傳人，華夏的子孫，看到中國的強盛，揚
名世界的萬里長城，滔滔的長江水，一望無
邊的黃河，還有新中國在各領域的進步與成
就，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做一個中國人是多
麽的福氣，多麽的偉大。看到我們偉大國家
主席習近平同志有堅毅果敢的精神，鍥而不
捨，運籌帷幄，腳踏實地，不辭辛苦，奮不
顧身地向進直衝，突破一切的障礙，終於脫
穎而出，成功地完成中國脫貧神聖的任務。
成為世界未來的經濟第一大國，習主席的成
就是世界公認的事實。

使我們痛心疾首的是有些港人長期受
到英國殖民者長期的奴化，一直還沉醉於食
古不化的奴隸殖民的思想，再經過外來不良
份子的洗禮，中毒太深，開始在香港興風作
亂，除了擾亂治安之外，破壞經濟及無理取
鬧之外，另無他途。

中國共産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
次全體會議，於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在北京
舉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
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作為中共歷史上
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
後，“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
功，實踐證明，有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
有偉大祖國的堅強支持，有全國各族人民同
心協力，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一定能夠
保持。眾所週知，香港及澳門皆為我中華人
民共和國固有的領土，香港及澳門的老百姓
是我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香港澳門的回歸
“就是明正言順的回到祖國的懷抱，香港及

澳門的主權、土地、憲法皆是以中國中央政
府所管轄，而實施一國兩制是讓港澳老百姓
有另五十年的時間來適應，使他們的生活習
慣可以繼續保持現狀，這是個很理想的優
惠，港澳同胞應該心懷感恩才對，如採取無
理取鬧，只是屬於攪亂而已，深深影響港人
日常生活的運作。”

這次會議是以“一國兩制為主題”，
並寫入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其重點有三
項目：

（一）中央標本兼治，推動香港由亂
到治，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建全中央依照
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
權，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及基本法，實施
相同制度機制的重大決策推動建立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支持特別行
政區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制度。

（二）設立公安公署：
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設立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三）依法止暴制亂。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止

暴制亂，恢復秩序，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
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
力干預港澳事務，嚴厲打擊分裂、顛覆、滲
透、破壞行動。

香港近年來的亂象，如無外來勢力的
滲透，絕對不會引發這麽大的風波，語云：
“無風不起浪”，眾所週知，外來勢力的干
預，主要是來自台灣的台獨份子，以及美國
情報單位的滲透，不但是以金錢為誘惑，還
有物質及暴動用具提供，台灣更展開雙手歡
迎港獨份子到台灣避難。我們希望中國政府
能出手鎮壓，並將不法份子繩之以法，尊重
中國國家的尊嚴。

思念從未停止
——致我生命中的摯愛

從我有記憶以來，每
一年，您的農曆生日，我都
未曾忘記，然而去年的農
曆10月19日那一天，我居然
忘了，而您，卻在一整天，
「霸氣」的闖進我的生活
中。那天，我決定開始筆

耕，在車上，與朋友君聊我的筆名，君建議
用「豆豆」，這是您在20几年的時間裡，每
天下班回家的第一句話，「阿豆呢？」，這
是您在第一次來菲律濱的時候，當旅行團大
巴在王彬來來酒店門口還沒停妥，就在車上
大聲高喊「阿豆」而引來所有人的注目。上
午，我到某地產公司與施總談業務，邂逅洪
總，聊到我的故鄉，我的根，很自然的聊到
了您，我的父親。傍晚，到對面公司收賬，
順便拐到寶馬的辦公室去取他從大陸買來送
我的一個刻有《心經》的紫砂壺，看到了兩
瓶風信子，煞是喜歡，我就順了過來。風信
子的花語是點燃生命之火、緃享豐富人生以
及重生之愛，有著生機盎然、體味生活的寓
意。自2014年以來，只要我踏進石獅，一束
鮮花，一部《心經》，是我親近您的必需
品，雖然您的信仰是共產主義。去年我竟然
是在您生日的第二天才發現，這在我有記憶
以來第一次錯過了您的生日，而您卻在這一
天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因為我的身上留著您的血，您已入我髓。

我在上週二就開始了準備專欄的作
業，結果就是一直沒有靈感，寫下的文字可
能是我這些天以來的最差的呈現，連我自己
都看不下去。

夜裡我看了一下日曆，突然發現週二
是我父親的生辰忌日，我恍然大悟，父親一
定是希望我寫一篇祭文懷念遠行的他。

在我的上面有三個哥姐，那時候，母
親的身體不是很好，醫生建議她再生一個，
再利用坐月子的時候好好地補身子，於是就
有了我這個「多餘」的孩子。那時作為黨的
幹部的父母親，一心撲在工作上，自然沒有
多少時間看顧孩子們，於是哥姐們就是分散
到鄉下姑姑們的家裡，等到了可以上學讀書
的時候再回到自己家。在我出生前，父親就
一直念叨著希望這一胎能長得像他，他的願
望果真實現。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被打

倒下放到基層，雖然政治上不得志，老來得
女，還能以天倫之樂聊以慰藉。

小時候，我是大姐的跟屁蟲，大姐可
以說是我的半個母親。到了我要上學的時
候，大姐也離家去讀中專了，除了上學外，
我常常跟著父親到處去，大手牽小手，每每
人們說我長得很像父親時，他的臉上總是笑
得很滿足。每天晚飯後，我一定是坐在父親
的懷裡，聽他講故事，講著講著，在我喜歡
上看書之後，已經演變成父女倆的對講了，
為了能與父親對得上，我拼命的看書。

在我移居菲律濱之前，一直是父親的
掌中寶，也一直是他的驕傲。他養我大，我
未能伺候他老，相反的卻一直讓他擔心、牽
掛。

2011年農曆年底，母親先走了，臨終
走，她讓我把父親帶來菲律濱，我用盡了所
有的辦法，幫父親申請了新護照，甚至請朋
友幫父親拿到了簽證，然而，在最後一刻，
遇到了很多阻力，父親決定留在故鄉終老，
給我留下終生的遺憾。

晚年的時候，父親有過幾次與我的嘉
翊倆寶短暫的天倫之樂一直讓孩子們念念不
忘，母親走後，每個週日的早上，爺孫仨一
定會在長途電話中聊天問候，這樣的日子卻
在2014年農曆的6月停止了。沒想到每隔三
個月就回國探望父親的最後一張飛機票竟然
是去參加他的葬禮，送走90歲的父親，喝完
娘家的最後一口水，沒有了爹娘，娘家成了
故土的一部分。

每次回故國的時候，飛機一上空，我
總會戴上耳機，打開音樂，聽著那首《烏蘭
巴托的夜》，兩行清淚，仿佛父親在身邊陪
我。我可以放過天，放過地，放下我的所
有，但是我放不下對母親的承諾與對父親的
遺憾......

2016年接觸慈濟，佛法慢慢的打開了我
的心結，我試著與自己和解，與萬物和解，
學會了放下。

如今想到父親，依然是滿滿的思念與
感恩，假如有來生，還可以相見的話，我願
意您還是我最摯愛的那個人。

餘生，我一定努力再次活成您的驕
傲。謹以心香一瓣送給我最摯愛的您！

(11/22/2021)

陳扶助

悼念吳勝利亡友
這已是陳年舊事，記不

起何時何月了。我被左傾思
想拖累著，靠教書餬口這條
路給堵死啦！好心人

安排我進商總文書組管
理檔案，在鄧秘書長轄下和
吳勝利結了一段同事之誼。

商總換屆選舉，新中選的蔡理事長等不及宣
誓就職，就對我頒下驅逐令。勝利兄送我到
電梯門口，悄聲問我：如果經濟上遇到困
難，他隨時都會幫助我。這句話讓我銘感五
內，有如冰雪中遞來一件棉襖。

後來我四處奔波，掙扎求生，逃上山
城碧瑤市，經營不起眼的服務業，耗盡青春
和汗水，辛苦了二十年，僥倖粒積足夠衣食
無虞的老本。

和勝利兄因為居住在不同區域，上世
紀末，又輾轉移民紐澳，彼此難得聚晤，但
由感激滋生的友情堅固而深厚，他留給我的

美好印象，終生不渝。
大約一兩年前，菲律濱華文報章就有

吳勝利逝世的消息，我忐忑不安數日，才確
認另有其人。上星期讀到台灣師大校友菲分
會，發佈了寥寥幾行的噩耗，雖然語焉不
詳，我已充滿著不祥之感，這次勝利兄恐怕
是在劫難逃了！追蹤了兩三天，翻遍華社新
聞，終於找到柯林學長的專攔，全文細說他
罹病不治的歷程。我遠滯澳大利亞，生時重
洋萬里，死後仙凡永絕，勝利兄安息吧！人
間紛紛擾擾，我也活得厭倦，在不會再有春
暖花開的冬季裏，等候單程的歸期，念天地
悠悠，獨愴然涕下，謹賦小詩寄情，焚香遙
奠。

生路何崎嶇？人心多險惡！
感君懷道義，憐我墜溝壑。
聚散如參商，知交皆梅鶴。
紅塵永別後，天際願相約。

2021年11月19日寫於澳洲

王承天

心懷坦蕩不須驚律詩四題
（一）玄冬感想

連夜蕭蕭起朔風，送秋歸去去匆匆。
凝眸菊老抱枝醉，放眼梅開帶笑紅。
擊筆吟詩思友健，牽情把酒祝年豐。
宜人最是千山雪，凍死瘟妖與害蟲。

（二）雲宇初晴
雲宇初晴橫彩虹，閑行椰岸景光融。
山情水趣滋詩意，友范師賢壯寸衷。
銀鷺江天皆自適，錦鱗河海任西東。
餘生獨與清歡共，直欲高歌唱大風。

（三）節換時移
辜負韶光又九冬，夷邦客旅寄孤蹤。
雪飄北國橫空舞，雨落南瀛懷眷濃。
葦起相思生白髮，花因凋謝失華雍。
夢中路過家山裡，梅綻冰崖我動容。

（四）心懷坦蕩
斜陽一抹彩虹橫，時有歸巢響鳥聲。
已覺鬢霜欺綠髮，無防風雨落丹英。
蹉跎往事隨煙散，寂寞他鄉洽友情。
寵辱是非誰不免，心懷坦蕩不須驚。

洪少霖

隨風去吧
人生中，有各種不同誤

會，有些解釋得清楚，有些
難以解釋，讓人鬱悶！

一 次 ， 偶 然 聽 他 人
說，我曾給一位女記者寫
過情書。當即，我不由有
些反胃。年少時，曾給多

位美女寫情書。她們大多小巧玲瓏，顯得
嬌小、亮麗，皆是我喜愛的對象。然後，
那位女記者外形魁梧，臉形與身材都明顯
臃腫。熟知我之人，皆知那不是我喜歡的
「菜」。

近日，一位不知名的菲律賓文友在電
話中隱晦勸我說，不要追求他女兒，因為
不太適合。他說得很客氣，但越客氣，我
越是百口難辯。我記得，見過他女兒大約
三、五次，最後一次，我把他女兒認錯成
她人，將陳姓文友認錯為潘姓文友。倒數
第二次，我覺得他女兒和我朋友唐兄很搭
配，於是我對唐兄說：你們不妨試試！

個人對男女之事，經常較為坦蕩與灑
脫，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對。在一些語
言中，在閒聊時，有些敏感之人或以為是
暗喻，熟悉之人大多會明白只是隨想，皆
是心直口快、放飛心情！

最近，和一位前輩喝酒。在過程中，
他忽然說道：少霖太懶惰，沒去經營那一
家公司，所以三、四年前就被取締了。我
聽後，一下子就蒙圈了。

還好，邊上有文友說道：少霖那一家
公司才成立兩年多時間，哪有可能三、四
年前就被取締了。

好在，我有許多業務來往證明，於
是我讓同事調出一些寄往外地的順風快遞
單。同時，我對那位前輩說：如果，我那
公司被取締了，我何必僅今年，便多次寄
樣書到外地，又何來這諸多業務！

那天晚上，我發了一條朋友圈，在其
中寫道：早知人間有無數誤會，時而想去

解釋一下！
2020年，一場文學采風午飯過程，一

位寫作者笑著當著大家的面對我說：「少
霖，記得你曾經主動向蔡主席提出想要成
為區作協的常務理事！」

我聽後，有些不知所措。我問，是
不是我喝多了酒，向蔡主席亂說話了？同
時，我立馬發信息給蔡主席，詢問此事。
蔡主席很快回復道：「沒有呀！從沒此
事，你沒有提過。」好在蔡主席極少喝
酒，他記憶力較好。

於是，我將那信息拿給同桌之人觀
看，大家卻同時勸我不要太較真。那位寫
作者則表示自己是開玩笑的。

對此，我顯得無奈，這種爭名奪利之
事，不是我性格。我喜歡名利，但一直不
太刻意，不願執著。

一回，一場文學采風活動後，我完
成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一位向我約
稿的主編對我說：「你不是有《某某志》
書，不妨引用一些資料進去。」我聽後，
便改編了一些民間故事，收錄文中，並註
明出處。

三個月後，另一場文學采風過程。那
位主編當眾說道：「少霖，你的文章都是
抄襲的，從不懂得寫自己真實的感受，一
直在引用志書，以後不邀請你來參加采風
了。」

呃，我聽了那些言語，真不知如何解
說為好！他是喝多了，我越是解說，似乎
越是摸黑自己，也顯得與他人格格不入。
當即，只好作罷！

曾寫過一篇文章，許多人把荻、芒
與白茅，誤會成是蘆葦。蘆葦不會說話，
因而讚美的言語屬於它，醜陋的批判也給
了它。人活一世，誤會往往難免。一些時
候，我會如本文般去解釋。一些時候，便
只能似那蘆葦一樣，不言不語，讓它們隨
風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