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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思念
 龔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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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春天
張安民

嚴寒漸退，春天漸至，天氣漸漸回暖。

最先感受到暖意的迎春花立馬綻放花蕾，向

人們報告：春天來了。接著，草兒泛綠，柳

樹發芽，桃花、櫻花、海棠花等各種花兒爭

相開放，以各種艷麗的姿態慶祝春的到來。

它們也好像心懷感激似的，使出渾身解數，

盡情裝點著大好河山，使大自然變得格外美

麗。

有此美景，蝴蝶坐不住了，時而圍繞

著花兒追逐嬉戲，時而又圍繞著花兒翩翩起

舞。蜜蜂聞訊，從四處聚攏而來，在花叢中

嗡嗡地唱著歡快的歌兒，深情地嗅著花香，

盡情地采著花粉，為人們釀造生活的甜蜜。

各種鳥兒也不甘寂寞，或飛來飛去，或歡呼

雀躍，吱吱喳喳唱個不停。鳥兒婉轉的歌聲

喚醒了在水底潛伏了一冬的魚兒，它們爭相

浮出水面，蕩起一圈一圈的漣漪，激情澎湃

時，還忽地騰出水面，劃出一條美麗的弧

線。

一身純白的鵝們更是歡樂無比，成群結

隊地在水面游弋，興奮時引頸高歌，或是撲

啦啦地扇動著翅膀，給春天增加一道更加亮

麗的風景。

山上的鳳凰鳥更是不甘示弱，時不時展

開翅膀，變幻出一道美麗的彩屏，讓春景更

加美妙絕倫，美不勝收。

一個冬天噤若寒蟬的人們也活躍起來，

有的早早起來外出晨練，有的去附近的公園

散步，有的去鄉間郊遊踏春，有的選擇週末

或節假日去著名風景區飽覽祖國春天的美

景。不論去哪兒，只要是在戶外，都能夠吮

吸大自然的濃郁芬芳，領略大自然的無限美

好。為了珍存這種美好，大家紛紛打開手機

將花的美麗定格在相冊裡，或是站立花叢中

與花兒來個合影，再不就是在別的美麗景觀

前擺幾個造型拍個抖音發出去，讓更多的人

欣賞到春天的美麗。

以種田為生的農民更是閒不住了。他

們搶抓時機，或在水田里插秧，或在旱地裡

播種，將希望的種子深植于美麗的田野裡。

過不多時，田野裡莊稼種子發芽、拱土、出

苗，給大自然增添了一抹又一抹的碧綠，也

給人們升騰起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夢幻。

我曾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一年四季春

最美，不能只做賞春人。

的確，春天是美麗的，亦是短暫的，希

望人們在享受這種美麗的同時，也珍惜這一

大好時機，傾情去幹這一季節該幹的事，幹

好這一季節該幹的事，讓春天更美麗，讓人

生更美妙！

一盞茶抵十年夢
張坤

文人雅士飲茶，不像普通老百姓的牛飲，他們講求的是一個

「品」字。文人們品茶，則能品出一種心境，一種文化的味道。

文人品茶，他們都有較高的境界追求。他們對于水品、茶具、

環境都有要求。茶聖陸羽認為泡茶的水質「山水上，江水次，井水

下。」因為茶樹一般生長于山上，好的茶葉是茶農攀懸崖峭壁採摘

到的，所以只有好的山泉之水，才能與生長于斯的茶葉相融合。沈

三白在《浮生六記》中這樣記載妻子芸娘制茶：「夏月茶花初開

時，晚含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

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芸娘是一位如茶一般曼妙的女子，這種

茶飲來，想必會有一種淡然出世之感吧？現代文人中，周作人自稱

「苦茶庵主」，他說：「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

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

如此雅趣，真不是一般人能夠體味的。

中國現代文人中，喜歡品茶的人很多。老捨先生一生的嗜好

就是喝茶。他生前有個習慣，就是邊飲茶邊寫作，一日三換茶，泡

得濃濃的。據老捨夫人胡絜青回憶，老捨無論是在重慶還是在北

京，他寫作時飲茶的習慣一直沒有改變過。創作與飲茶成為老捨先

生的一種生活方式，兩者密不可分。他在《多鼠齋雜談》中寫道:

「我是地道中國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獨喜茶。」

「有一杯好茶，我便能萬物靜觀皆自得。」老捨以清茶為伴，文思

泉湧，難怪能創作出《茶館》那樣不朽的名篇。直到今天，北京的

「老捨茶館」仍然中外聞名。文人墨客到了北京，不去老捨茶館坐

坐、喝上一碗茶，簡直就跟沒來過北京似的。林語堂也喜歡喝茶，

他關于喝茶的名言是：「只要有一把茶壺，中國人到哪兒都是快

樂的。」林語堂還繼承了馮開之的理論，說：「第一泡譬如一個

十二三歲的幼女，第二泡為年齡恰當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則已是

少婦了。照理論說來，鑒賞家認為第三泡的茶為不可復飲，但實際

上，享受這個少婦的人仍然很多。」

楊絳和魯迅也愛品茶，他們從品茶中還體會到了獨到的人生體

驗。楊絳先生曾居英國多年，雖然她不推崇牛奶加紅茶，但在《我

們仨》中她又承認，一早起來一壺牛奶紅茶，已經成為習慣了。

她在《喝茶》中說，曾聽人講，西洋人喝茶，把茶葉加水煮沸，

濾去茶汁，單喫茶葉，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洋人

的喝法，濃茶攙上牛奶和糖，香洌不減，而解除了茶的苦澀，成為

液體的食料，不但解渴，還能療饑。不知古人在茶中加上姜鹽，究

竟是什麼風味。楊絳先生說，照《紅樓夢》中妙玉的論喝茶，一杯

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麼喝茶不為解渴，只在辨味，細品

那苦澀中一點回甘。也許這點苦澀正是茶中詩味。魯迅先生愛喝

茶，有次買了二兩好茶葉，開首泡了一壺，怕它冷得快，用棉襖包

起來，不料鄭重其事來喝的時候，發現味道竟和他一向喝著的粗茶

差不多。魯迅在《喝茶》中寫道:「我知道這是自己錯誤了，喝好

茶，是要用蓋碗的，于是用蓋碗。」果然，泡了之後，色清而味

甘、微香而小苦，確是好茶葉。魯迅說，有好茶喝，會喝好茶，是

一種「清福」。文章最後魯迅還是回歸他的本色，說:「我們試將

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較，就明白究竟是誰

活得下去。」

很多文人，即使口不渴，一把紫砂壺也不離手。文人品茶，

實質上是在品人生，是一種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唐代白居易在廬

山香爐下的茅屋裡住了十多年，每日種茶、採茶，他在詩中寫道：

「平身無所好，且此心依然。架巖結茅宇，斷壑開茶園。」杜牧寒

夜會友，他點燃茶爐，通紅的火焰旁大家圍坐在一起，啜茶清談。

「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這種儒雅的愛好至今仍令

人神往。宋朝文豪陸游是位著名的茶客，他嗜茶成癖，以至於深夜

裡都要帶病冒寒親自汲泉煮茗，他在《夜汲井水煮茶》的詩中寫

道：「病起罷觀書，袖手清夜永。四鄰悄無語，燈火正淒冷。山童

亦熟睡，汲水自煎茗。」

也許有人會說，為什麼文人特別喜歡茶呢？茶生于靈山妙峰，

承甘露之芳澤，蘊天地之精氣，與文人脫逸超然的情趣相符合。茶

的清淡雅致、雋永綿長，暗合了文人含蓄內斂的特質。文人們之所

以能夠接受茶，並且融進了自己的情趣，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茶

適應了中國文人性格裡面那種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精神操守。尤

其當他們在社會中受到挫折與磨難，產生隱退情緒後，茶更是他們

獲得精神解脫的好伴侶。藉著茶的力量，失意的文人們以一種灑脫

豁達、無拘無束的心態進入到虛擬的人生境界。

華僑大學和菲華校聯聯合舉辦
第16期「海外理想家長論壇」成功舉行

菲華校聯訊：2022年5月9日下午四點到
六點，由華僑大學和菲華校聯聯合舉辦的第
16期「海外理想家長論壇」成功舉行。本次
論壇邀請到的嘉賓是華僑大學招生處處長、
副研究員洪雪輝先生。他長期從事海外華僑
華人招生教育和培養相關工作。本次的主
題是「華僑華人學生來華升學的優勢與挑
戰」。一、中國高等教育基本情況

1.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質量不斷提
升。2021年，中國(不含港澳臺地區)大學數量
總數為3012所。2021年，來華留學生規模突
破44萬，中國已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
來華留學吸引力與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實力
的匹配度進一步提升。

2.中國高等學校的幾個概念常見平臺:
「211」(21世紀重點建設的100所大學，實際
112所)、「985」(98年起重點建設的一批世界
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雙一流」(147所)
等；隸屬關系:部屬院校(教育部、工信部、公
安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等)、省屬院校(各
省、直轄市、自治區政府)；市屬院校(地級
市政府)；本科批次:本一批、本二批、本三批
(本科批)、高職(專科批)。

3.適合的才是最好的(1)傳統評價體系強
調硬件實力和管理水平便於排名和比較(2)高
校發揮育人作用，還應重視軟實力，突出以
生為本。華僑華人學生升學佳選——華僑大
學，它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直屬，由國務院
僑務辦公室、教育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
建設的高水平大學。

二、華僑華人學生來華升學的主要途徑
和選擇

1.申請審核入學
(1)華僑學生要求(僅限部屬僑校，如華僑

大學)(滿足下面條件之一):
①學生本人及其父母一方均須取得住在

國長期或者永久居留權，並已在住在國連續
居留2年，兩年內累計居留不少於18個月，其
中學生本人須在報名前2年內在住在國實際
累計居留不少於18個月(540天)。②學生本人
或其父母一方未取得住在國長期或永久居留
權，但已取得住在國連續5年以上(含5年)合法
居留資格，5年內在住在國累計居留不少於30
個月，且學生本人須在報名前5年內在住在國
實際累計居留不少於30個月(900天)。中國公
民出國留學(包括公派和自費)在外學習期間，
或因公務出國(包括外派勞務人員)在外工作期
間，均不視為華僑。

(2)華人留學生報名資格要求:①學生本人

出生即為外國護照，
且父母均為外國護照
的學生在海外完成高
中完整學製學習。②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
國 公 民 並 定 居 在 外
國，本人出生時即具
有外國國籍，不具有
中國國籍的華人學生;
或祖國大陸(內地)、
香港、澳門和臺灣居
民在移民外國後取得
外 國 國 籍 的 華 人 學
生，必須持有效的外
國護照或國籍證明文
件4年(含)以上，且最
近4年(截止報名時間
結束止)之內有在國外
實際居住2年以上的記
錄(一年中實際在國外
居住滿9個月可按一年
計算，以入出境簽章
為準)。

2.考試入學(1)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
院校聯合招收華僑及港澳臺學生入學考試(簡
稱:全國聯招/華僑聯考/教育部聯招等):報名網
址:https://wwwgatzs.com.cn/

招收對象:港澳臺地區和華僑學生。時
間地點:每年3月報名，2022年考試時間為5月
21-22日，設有北京、上海、福州、廣州、香
港和澳門六個考區。招生院校:2019年本科院
校336所，預科院校16所:2022年本科院校291
所，預科院校13所。

考試內容:共5科，每科滿分為150分，
每個考試類別滿分為750分。錄取分數:普通
類本科專業不低於300分(部分院校不低於400
分);藝術類、體育類專業本科專業不低於200
分;預科不低於280分。

三、華僑華人學生來華升學的主要優勢
積極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潮流，

成為中外交流的使者，獲得中國發展帶來的
巨大機遇。

1.安全穩定的生活學習環境、優秀的硬
件配置、完善的育人體系，保障學生健康成
長，讓家長更加放心。華人華僑學生良好的
中文基礎和深厚的中華文化積澱，幫助學生
更好融入國內大學生活。

2.不斷提升的高等教育水平，為學生提
供優質學習體驗(1)政策優勢，為海外華人學

生提供了較廣泛的入學選擇(2)理論與實踐相
結合的培養理念日趨普及，為學生提供多元
舞臺(3)海外生活背景與國內求學經歷的結
合，有利於學生發揮差異化比較優勢。

3.作為海外華僑華人學生適應和融入祖
(籍)國生活的重要渠道，有利於海外青年加深
對祖國的了解，幫助學生明確未來規劃。(1)
通過實踐學習、活動，加深國情、國史的了
解，更快融入國內主流社會(2)高校提供的職
業生涯規劃課程、就業創業培訓，為學生回
國創/就業提供機會(3)培養層次結構完整，為
學生進行學歷提升提供保障

四、華僑華人學生來華升學的主要挑戰
1.新冠疫情持續導致國際交流受到影

響，華僑學生可以回國，但華人學生較難取
得學習簽證。解決方案:高校應主動與學生溝
通，做好線上線下教學管理，學生也需積極
配合學校防控政策。

2.基礎教育和成長環境不同，易導致學
生學習困難和生活焦慮。解決方案:高校需主
動營造適合華僑華人學生成長的環境和教育
教學體系。3.多元文化交織，易導致學生文
化沖突和身份認同問題。解決方案:應選擇包
容性性高、適合學生學習生活的環境。

4.脫離父母陪伴監督和未來目標的不確
定性，易導致學生怠惰和迷茫。解決方案:豐

富多彩的校園文化生活、短期目標激勵、職
業生涯規劃和心理輔導

洪處長講得十分精彩，本次論壇也取
得了圓滿的成功。與會者來自於菲律賓、緬
甸、法國、阿根廷、玻利維亞、意大利、匈
牙利等國，而且反響特別熱烈。

蔡永寧喜捐
絲竹尚義社總社

菲律濱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苻訊：
本總社蔡理事長永寧同志令次媛麗玲小姐，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時，假聖安頓
紐天主教堂，與僑商伍澄英、陳珠麗賢伉儷
令長郎伍泰安君舉行結婚典禮，並於當晚七
時假東海皇宮酒家舉辦婚宴，現場嘉賓雲
集，親朋齊聚，熱鬧非凡，喜氣洋溢，新娘
美麗高貴，新郎英俊挺拔，可謂佳人才子，
良緣締結，珠聯壁合，佳偶天成，令人稱
羨！本會多位領導前往觀禮、赴宴，並於台
上向喜家致贈禮品，表達誠摯祝福，永寧理
事長一向關懷會務，熱心公益，欣逢愛女出
閣喜慶，特獻捐福利金菲幣五萬元予本總
社，仁風義舉，殊堪欽佩，特藉報端 ，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