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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靈子

把握時代潮流加強團結合作 救中小企才能穩經濟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於九月十六日在撒馬爾罕國
際會議中心出席「上海合作
組 織 成 員 國 元 首 理 事 會 第
二十二次會議」，並發表重
要的談話，其主題是「把握
時代潮流，加強團結合作，

共創美好未來」。
今年適逢上海合作組織憲章簽署二十

週年，及成員國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
十五週年，這兩份文件為思想基石的行動指
南，上海合作將找出一條新型國際組織的康
莊大道。

上海合作組織累積多年的經驗，堅持政
治互信，堅持互利合作，堅持平等相待，堅
持包容，堅持公平正義等路向。

這五點的堅持充份體現了互信、互利、
平等協議，尊重多樣的文明。這也是所謂的
「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壯大的
生命力量，也是上海合作基本的原則。

另習近平主席提出五倡議，以深化上合
合作如下：

（一）加大互相支持。
（二）拓展安全合作。
（三）深化務實合作
（四）加強人文交流。
（五）堅持多邊主義。
另中方出台新措施，聚焦三大領域。
（一）培訓執法人才。
中方願在未來五年為成員國培訓二千名

執法人員，建立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反恐
專業人才培訓基地。

（二）推動數據合作。
中方將於明年舉辦本組織發展合作部長

會晤，農業鏈供應鏈論壇，建立中國—上海
合作組織大數據合作中心。

（三）提供醫療援助。
中方將建設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冰雪

體育示範區，明年舉辦減貧與可持續發展論
壇等。未來三年為本組織國家的民眾免費實
施2000例白內障手術。提供5000個人力資源
培訓名額。

綜合上述所有的會議綱領，我們清楚地
看出要加強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主要是支
持維護安全和發展利益，更重要的是防範外
來勢力策動「顏色革命」，共同反對以任何
藉口干涉別國的內政。進而歡迎各方共同參
與落實全球安全倡議。

另中方願意同各方推動全球發展倡議
在本地區落地生根，助力各國實現可持續
發展。中方將向有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提供
十五億的人民幣。

我們同意習主席的建議，堅持多邊主
義，要堅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弘揚全人類
共同的價值觀。摒棄零和博弈和集體政治，
要拓展本組織與同聯合國等國際和地區組織
交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

習主席強調，維護亞歐大陸和平與發展
是本地區乃至世界各國的共同期盼。上海合
作組織肩負著重要職責，將為維護亞歐大陸
以及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注入正能量，
創造新活力。

我們如詳細地觀察，美國並非是上海
合作組織的成員，相反地，我們亦可以看出
上海合作共同體以亞洲及中東的國家居多，
這樣看來是可以平衡G7歐盟組織對中國的種
種不利。語云：「凡事非錢莫舉」。上海合
作組織的主要成員國是中國莫屬。中國要花
十五億人民幣支持那些有需要的成員國，並
且為他們培訓反恐及醫療人員，中國是這組
織真正的掌舵者及領頭羊。

近 日 ， 香 港 連 鎖 餅 店
Crostini突然結業引起社會
廣泛關注。事實上，在新冠
疫情持續近三年，以及恢復
免檢疫通關情況未明的情況
下，不乏「老字號」和明星
食肆都難再苦撐下去，先後

宣佈結業。究其原因，除了是客源大幅減
少、市民消費降級和食材價格上升等因素
外，沉重租金是一眾飲食和零售業中小企最
大的負擔。因此港府應研究推出新一輪的支
援措施，協助一眾中小企業渡過難關，以避
免爆發大規模倒閉潮，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據Crostini方面透露，業主追租是壓垮
公司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據餐飲業內人士透
露，在為期三個月的暫緩追租措施於七月底
結束後，全港有約六成的食肆面臨業主追租
壓力，部分食肆經營者更收到律師信，擔心
恐會引發結業潮。

要知道，港府於二月《財政預算案》
宣佈暫緩追租措施的初衷，是希望讓指定行
業租戶有喘息空間，不會因為短期無法繳付
租金而被迫結業，同時亦冀望業主和租戶能

在暫緩追租期內磋商疫下減租共渡時艱的方
法。惟有部分業主在措施屆滿後，一次性追
討過去三個月的租金，反而令不少中小企現
金流斷裂，無法繼續經營。因此港府需要
積極做好協調者的角色，協調業主接受分期
交租，並可適度地考慮為接受分期交租的業
主提供稅務寬免等優惠，增加業主參與的誘
因，與中小企共渡時艱。

同時間，港府除可考慮再推出如第五
波疫情高峰時的短期扶助措施，幫助中小企
外，亦可研究推出新一輪暫緩追租措施，利
用時間積極向業主和大企業進行遊說工作，
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讓他們明白業主與中
小企商戶是互利共生關係，並為有意減租的
業主提供適當的政策便利，增加他們減租的
誘因。事實上，本港目前有超過34萬家中小
企業，佔全港企業總數98%以上，其中又以
飲食和零售業佔比較重。

因此，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與經營表
現，對本港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若中小企
出現大規模倒閉潮，最終只會從根本上損害
本港經濟，令整體經濟因倒閉潮引發的骨牌
效應進一步陷入寒冬。

老頑童

快慢配組詞
《雨中花•雨思》

——步韻毛滂「池上水寒欲霧」——

                                       三伏旱雷破霧。告慰稼夫農戶。
                                       霹靂驚鳴，聲光過後，恩降甘霖雨。

                                       潤澤承歡肥稻黍。路人苦、避何方去。
                                       猶似軟紅，沉浮起落，各異回歸處。

《雨中花慢•雨思》
——返步東坡學士「今歲花時深院」——

                                       凡界風來雲去，雨露冰霜，替換年年。
                                       百卉盛枯開謝，競紅爭妍。
                                       生息滋繁，端憑水份，茁茂悠然。
                                       宿命司榮辱，時欣偶敗，落後超前。

                                       悲逢濁世，人違環保，萬物備受牽連。
                                       休忘卻、地球無二，你我林園。
                                       呼吸清新氣息，安康更勝銅錢。
                                       廢私從善，奉公依法，化戾成煙。

春秋雨

如果由政客領導一個國家
近年，媒體上頻繁出現

的「政客」一詞，令筆者頗
感好奇。詞典釋義，政客指
從事政治投機、玩弄權術，
謀取私利的人。既然政客屬
於此種人物，這種人能執掌
國家、政黨權力嗎？如果由

政客領導國家、政黨，會給國家、政黨和民
眾帶來什麼？

客觀地說，世界各國國體、政體出於
歷史、民族、宗教等原因各有不同，經濟、
軍事、科技、文化各方面發展也存在明顯差
異。但是，有一點必須也一定是相同的，即
國家、政黨領袖人物政治清明，胸懷坦蕩，
光明磊落，大公無私，是以鄰為伴、與鄰
為善，以造福世界和本國民眾福祉為核心人
物。否則，難以成為令人崇敬信服的政治領
袖。

一個國家、政黨由什麼樣的人執掌權
力，關乎國家、政黨興衰存亡，關乎民眾生
存質量。猶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始作俑者
德國和日本，其時兩國大權倘若不是握在戰
爭狂人手中，不為「政客」們所操縱，包括
德日兩國的千千萬萬民眾生命財產會慘遭塗
炭嗎？猶記得，曾經引領世界社會主義前行
了幾十年的泱泱大國蘇聯、蘇共，倘若執掌
政權的「核心人物」頭腦清醒，丟掉幻想，
倘若「關鍵人物」以天下為己任，胸懷人
民，大公無私，嚴肅法紀，會四維不張、國
將不國、頃刻間傾覆消亡嗎？

政治是什麼？政治是信仰信念、制度
規則，是堅守國家、民族優秀文化，以廣大
民眾福祉為核心。政治具有階級屬性。選擇
執掌國家、政黨權力人的過程，無疑就選擇

了國家、政黨往哪裡去，走什麼道路。反觀
崇尚「平等自由」的美英等西方國家，表面
上維護的是國家利益，為國民提供「勞有所
得」「病有所醫」條件，實則維護的是資產
階級及其政客、財閥集團長久私利，追求的
是佔有更多社會生產資料，甚至以暴力、戰
爭、網絡攻擊等手段，達到殖民、掠奪他國
資源目的。

政客的基因裡只有資本擴張，故而很
難改變玩弄權術、投機鑽營、欺詐狡辯，也
必然要在「一人一票」時，在黨派之爭時，
在攫取資本最大化時，在恣意踐踏他國人權
時，要巧言令色地耍手段、搞投機，為自己
塗脂抹粉。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
指出：「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
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
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
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
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
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西方某些國家
「政客」不遺餘力、不擇手段爭奪國家、黨
派權力，是不是與其操控的股市、金融、軍
工、房地產、信息網絡等有關，不得而知。
但有一點很清楚，這些始終需要為其家族
集團所壟斷，始終是帶來50%乃至300%「利
潤」的產業。

由政客領導國家、政黨，不啻是西方
某些國家政體的一大「特色」，而這種由歷
史、制度、信仰鑄就的「特色」，恰恰為政
治投機、玩弄權術、欺世盜名埋下種子，進
而給選民帶來選舉時期望值很高，選舉後失
落更高之結局。政客就是政客，如果是教
授、企業家、科學家，用得著整天為了「圓
滿」政治投機滿嘴「跑火車」嗎？

黃小梅

暖屋情深
九溪村隸屬於南安市官

橋鎮，周圍群山環抱，村中
溪流淙淙。九溪村的老屋是
絢麗的，也是溫暖的，更具
有一種綿綿情長的韻味……

九溪村的老屋為單層，
它的牆體構件來源於村中穿

流而過的溪流裡的鵝卵石，村人屬稱為「石
狗蛋」，大塊的為「大石公」。這些石頭歷
經溪水的沖刷，形態大小不一，色澤多彩。

我在老屋之間的小巷裡漫步著，村裡
剛經歷一場暴雨的洗禮，小鵝卵石鋪砌的地
上濕濕的，石縫裡的雜草雖然嬌小，卻青翠
欲滴，我竟有些憐香惜玉，生怕把它踩踏死
了。

鵝卵石壘砌的牆體，有些斑駁，表層看
不到石灰的串聯，石頭之間挨挨擠擠，你儂
我儂，交頭接耳。我撫摸著牆體，只覺光滑
冰涼，我倚牆凝望著，彷彿置身於油畫裡，
目光所到之處，是斑斕的石頭：淡黃、青
綠、橘紅、黧黑等等。牆體少有窗口，依石
頭的大小可以想像出牆體的尺度有些厚重，
它的層層疊疊，抵擋了狂風暴雨，同時，它
的天然材質與厚重，也削弱了艷陽的穿透，
可謂冬暖夏涼。老屋的門口，大都擺放著一
些石塊，是村民們閒暇時休息和拉家常的所
在。巷子裡常有雞、小狗慢悠悠地溜躂，或
許看慣了陌生人的造訪，它們並不驚慌，甚
至會在我們的腳下繞著走，或加入我們的行
蹤。

目前，九溪村裡居住的多數為老人，他
們在房前屋後、溪流邊種植農作物，村莊裡
的田野一片綠油油的。老人們用獨輪車運載
著農作物，悠閒自在，似乎外界所謂的生活
快節奏與他們無關。我在幾處老屋之間慢慢
地走著，不時地碰到村民，他們或托著瓷碗
正在門口吃飯，或在一些低矮的石頭棚裡餵
著雞鴨。看到我們走過來，老人們會面帶笑
容，主動和我們打招呼，邀請進屋喝茶等，
還會向我們講述一些關於村莊的來歷和發展
故事。

九溪村富有田園的恬靜之美，空氣異常
清新，是天然的氧吧。然而，人往高處走，
水往低處流，為了讓後輩有更好的發展空
間，年輕的九溪村民大都選擇了走出村莊，
在外打拼扎根生活，九溪成了心中的故鄉。

我問過數位老人，為什麼不跟著晚輩
們到外面一起生活？老人們非常淳樸，他們
說，自己在九溪村生活了大輩子，習慣了村
裡的生活節奏和理念，不想給孩子們增加負
擔，在村裡，鄰里之間串門走動，噓寒問
暖，有事大家幫，樂得自在，況且在重要節
日裡，孩子們都會回鄉，畢竟根就在九溪！
如今，微信普及，語音、視頻等也拉近了距
離，這樣，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間，天涯
若比鄰。

九溪村用鵝卵石壘砌的老屋，目前尚
有二十多座，我來來回回地溜躂著，抬頭看
時，有些老屋的屋頂上長著一些植物，羽狀
復葉，據說學名叫落地生根。在一些老屋的
顯眼處，掛著許多寓意溫馨的文字，書法不
拘一格，據駐村的領導說，九溪村培育出了
許多教師人才，這些文字標語都是他們想出
來、寫出來的。去年牛年，九溪村舉行了大
型的文藝活動，場面別開生面，策劃、演員
等全部是村裡人，網絡點擊率突破六十萬，
九溪的神秘面紗漸漸掀開了，九溪村民講九
溪故事，正在進一步地擴容和完善，村民們
的熱情也進一步地得到高漲。

漂泊，總有一股辛酸的滋味，家是最放
鬆的港灣，九溪村的老屋，在風雨飄搖中，
依然默默地守護著它的子民，牽掛著它的遊
子；九溪村的遊子們，猶如從圓心出發的
點，無論走到哪裡，都是圍著圓心的弧線；
他們是空中的風箏，老屋是他們的握輪,是
他們的靈魂歸宿。

血脈的流淌，如同村裡清澈的溪流，潺
湲喁喁；老屋、老人、遊子們，情意綿綿，
月是故鄉明！

在我離開九溪村時，我又回望了下老屋
黑瓦簷上的落地生根草，它們參差不齊，昂
著頭，默默地守望著，暖屋情深……

張磊 

新中國成立後的三次重大閱兵
1949年10月1日，在北

京天門城樓上，開國領袖毛
澤東站在主席台中央，向全
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
立了！」 

閱兵式開始，鬥志昂揚
的受閱方陣，邁著威武雄壯步伐，由東向西
分列式通過天安門廣場。與此同時，剛剛組
建的空軍，也派出飛行員，駕駛戰機，凌空
掠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 

革命戰爭年代，我軍武器裝備大都靠
繳獲。因此，受閱裝備中，光輕重武器就有
110多種，來自24個國家的98家工廠。甚至
為向世界展示空中實力，空軍僅有的17架美
國造飛機，只能一次又一次飛過天安門上
空，偽造「兵強馬壯」的假象。 

閱兵當天，共有人民解放軍各個兵種、
首都民兵10370人組成的42個地面方隊、4個
空中梯隊接受了檢閱。 

最靚眼要數，由陸海空三軍428輛戰車
組成，綿延數公里的24個機械化部隊方隊。

國之重器，戰略導彈方陣「東風5」的
首次亮相，更是將閱兵式推向高潮。 

在空中，第一梯隊9機編隊，在「轟6
型」轟炸機領航下，8架「殲教5型」殲擊機
分列兩旁護衛。飛過天安門上空時，護衛機
拉出8條絢麗的彩煙。由18架「轟6型」轟炸
機組成的第二梯隊緊隨其後。最後由94架噴
氣式轟炸機、強擊機和殲擊機組成的4個航

空兵空中梯隊，帶著幾十萬空軍將士對祖國
美好祝願，飛過天安門上空。 

1984年的閱兵，不僅振奮了三軍的「士
氣」，打擊了敵對勢力的「傲氣」，更提升
了中國人的「志氣」，給了堅持改革開放的
「底氣」。它既彰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盛
的「軍力」，也展現出我國科技興邦的「實
力」。 

1999年10月1日，共和國50華誕時，人
民解放軍在天安門廣場上演了一場「世紀大
閱兵」。 

這一次，誕生於新時期的陸軍航空兵、
海軍陸戰隊、武警特警、預備役等部隊首
次加入受閱大軍。受閱武器裝備42種裝備，
90%以上都是新裝備，絕大部分都是自行設
計和生產。這些武器的亮相，標誌高科技武
器裝備已開始成為解放軍的主戰武器。 

閱兵式歷時65分鐘，共有52個方(梯)
隊，其中42個地面方隊（17個徒步方隊，25
個車輛方隊），10個空中梯隊，11000人受
閱。地面重裝備441台（輛），飛機132架。
步兵方隊已下降到兩個，裝甲兵、炮兵等兵
種占70%。另外首都群眾50餘萬人，參加慶
典和遊行。 

外媒對這次「世紀大閱兵」的評價是:
參閱軍種全、兵種多；裝備先進精良；隊伍
整齊，氣勢宏偉。

不僅表明人民解放軍戰鬥力有了歷史性
突破，更充分反映人民解放軍正規化建設的
新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