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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旅人臉上的一滴淚水
章洪波

 
                  露水清涼。
                  秋風
                  吹拂著落葉
                  就像吹拂著
                  旅人單薄的
                  身影，
                  寂寥而淒涼
                  月亮的臉，
                  愈來愈圓
                  天涯
                  不能扮作比鄰，
                  那是
                  心與夢的
                  距離
 
                  月亮的臉愈圓，
                  心就愈痛
                  故鄉的村莊，
                  炊煙和方言
                  彷彿暮年的雙親，
                  抑或無邪的
                  兒女，跟在身後
                  淚水漣漣
 
                  中秋，
                  旅人臉上的一滴淚水
                  它流過風的飄泊，
                  雨的泥濘。
                  流過回憶
                  光陰以及那些
                  或深或淺的幸福
 
                  月亮，不要西沉
                  風兒，不要溫柔地吹
                  一不小心，
                  它就會輕輕
                  掉下來

天涼好個秋
楊蘇燕

處暑過後，江南的秋意，彷彿一夜之

間就降臨了。

清晨，走在綠道上，風，微涼通透，

絲絲縷縷都帶著清醇的草木花香。走過凌霄

花架，卻見一地的橘色花朵靜臥。頭頂，悄

無聲息地，一朵，兩朵，橘色的「小喇叭」

斜斜地飄落。邊上的撲樹，葉尖微打著卷，

葉脈間透著黃暈，葉枝上小紅果伶伶俐俐地

煞是可愛。

道 那 邊 的 紫 薇 樹 ， 比 盛 夏 時 更 有 風

韻，長長的綠枝，上下左右曳動著，枝頭深

紅色的花束蓬鬆松的，在晨風中顯得越發優

雅。

天空，也是清清朗朗的，白雲輕得和

夏日相差無幾。

這是江南的淺秋。荷未盡，桂未香，

欒樹枝頭的小黃花剛形成小小束條。樟樹、

含笑、桂樹，所有的綠葉都有自己的色澤，

都在盡自己的心力托著秋露輕輕地送上絮

語。

只是，細細端詳一片行道樹的綠葉，

發覺它一天天在變，先前的潤澤輕靈至如今

的清和沉靜。這種清明讓人把心兒一寸寸地

揉平，眼底也隨之沉靜了。

月圓了，中秋至。窗外的欒樹，枝頭

的黃色花束一下子蔓延開來，如鍍了金，黃

澄澄的，向天空撲，往大地淌，撲得人心頭

亮堂堂，明艷艷。夜色下，銀白的月光，柔

和的秋風，一身光澤的欒樹，你我手中或大

或小的白果月餅，都合上了「圓滿」這個字

眼。

淺秋的午後，突然想到鳴蟬。從未注

意到最後一聲蟬鳴是以怎樣的聲調告別這個

季節的，該是柔和而又淡然的吧？此刻，是

如此地安靜，僅見樹影晃動，悠悠然然，欒

樹底下鋪了一條金色的小道。這細碎的小花

是含笑飄落的，黃色的半指甲花瓣，紅色的

花須，雖小，卻是明艷無比。走近金色碎花

小道，腳步柔和了許多。很多人的眼神是驚

艷的，頭頂，金色的花束；地上，金色的花

毯。于是，「好看！」

「 花 瓣 雨 ！ 」 「 漂 亮 ！ 」 聲 讚 不 絕

口……

日子一天天過，轉眼，白露輕靈靈地

敲窗；轉身，秋分含笑而來。不覺想到范仲

淹的《蘇幕遮》，「碧雲天，黃葉地，秋色

連波，波上寒煙翠。」未見黃葉地，卻見波

上有寒煙，但這寒煙卻是翠得朦朧，翠得能

撥動心弦。

寒煙翠，洗清秋，恰是屬於這個季節

的。秋水長天下，一湖山水，一庭秋色，蒼

翠的簾幕下，雁陣開始醞釀南歸。湖水滿盈

盈、清凌凌，遠望如碧鏡，近觀見微漪。

荷，黃綠的葉開始靜默，香樟和懸鈴木也開

始泛黃了，枝間跳躍的小松鼠的身姿更輕靈

了。亭間，老者的越劇清唱聲悠遠了許多；

道旁，孩童的歡叫聲也隨秋風擲了一地。

沿湖的遊客，聽風，看雲，觀水，清

遠的目光中有欣喜，亦有感慨。畢竟，秋的

思緒中，有離愁，有相聚，有憧憬。人生總

是在一片片飄飛的秋葉中靜思，在一片片明

黃紅艷的色彩中振奮。

偶爾，夜色下走過，一縷淡淡的桂香

冷不丁穿過鼻尖。再深聞，卻是夜風清涼，

該是一兩朵早開的桂吧，再尋，再聞，卻是

憾然。想到再過段時間，卻是滿城桂香時，

又有絲絲縷縷的歡喜心。

再看欒樹，秋的況味在它身上全然呈

現。一樹見一生。綠葉依舊蔥蘢，金色的花

束尚存，這邊一簇簇淡綠色的果夾墜掛著，

那邊一串串酒紅色薄如蟬翼的果夾簇擁著。

圍成三稜形，前端還小心翼翼地開著個小

口，像個燈籠、像個鈴鐺，也像縮小版的楊

桃，更像一面面啟航的三角風帆。　

再過些日子，我知道，欒樹的三角果

夾就會變成褐色。其實，一株秋日的欒樹猶

如魔術師，剛結的果夾淺綠和粉紅漸變交

映，隨後變成深淺不同的酒紅，在秋陽下搖

曳著醉人的色彩，遠看似花，近看是果。幾

場的秋風洗禮，它明艷的酒紅紅色才漸漸沉

澱為溫和內斂的褐色。

秋之味，人生況味。一樹花開熱烈，

一樹蒴果沉醉，漸變和積澱，人生的旅途才

更深遠有味。

看秋，最是天涼時，最是見美好。如

此時，秋分日，秋涼如水，讀秋，讀心，人

生至秋，恰恰好！

十月濃濃秋
杜觀水

時間的指針悄悄從身邊走過，走過鳥

語花香、萬物復甦的春季，走過夏日炎炎、

激情似火的夏季，迎來了詩情畫意、恰到好

處的秋季。在國慶的慶典中，十月秋濃濃。

十月的色彩是濃的。

十月的鄉村五彩斑斕。滿眼金黃的稻

穗在風中歡呼雀躍，火紅的高粱像一面面旗

幟迎風而立，紅彤彤的蘋果掛滿枝頭，黃澄

澄的梨子笑彎了枝丫，紅燈籠一般的柿子擠

擠挨挨，紫色的茄子像美人披著紗衣一樣散

發著誘人的光澤。

蔚藍的天、潔白的雲、金黃的菊、火

紅的楓葉、濃郁的丹桂、幽幽的河水、雪白

的蘆花以及五彩斑斕的果實，濃濃的色彩，

構成了十月鄉村的美麗。

十月的街市色彩繽紛。你看，公園裡

的大部分樹木都穿上了「燈衣」，遠遠望

去，「火樹銀花」中的公園顯得特別溫馨。

街頭，各種綵燈小品也是異彩紛呈。在廣場

等地標性建築周邊，各色綵燈精彩炫目。
迎風飄揚的紅旗，五彩繽紛的彩旗，

玲瓏剔透的宮燈，活靈活現的走馬燈，栩栩
如生的動物燈，富有時代氣息的廣告燈，紅
彤彤的霓虹燈，濃濃的色彩，構成了十月城
市的美麗。

十月的味道是濃的。
十月濃在花香。「亭亭巖下桂，歲晚

獨芬芳。」讀宋代朱熹的桂花詩，一下子闖
進古詩的佳意裡，彷彿一幅美雋的畫，從碧
空緩緩而降。深秋時節，叢桂怒放，夜靜輪
圓之際，把酒賞桂，把酒賞詩，陳香撲鼻，
令人神清氣爽。

宋代詩人朱淑真《詠桂四首其一》裡
有「一枝淡貯書窗下，人與花心各自香。」
之句，北宋詩人蘇軾《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
苶有懷》裡也有「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
邊野菊香」之句。臨近國慶節，各地的主要
交通節點及幹道都被鮮花裝扮一新。奼紫嫣
紅、絢麗多姿的鮮花形成了一條條花帶、一
片片花海，成為街頭巷尾一道道靚麗風景

線。一串紅、小秋菊、雞冠花、矮牽牛、三
角梅、西洋杜鵑等品種多樣的花卉陸續亮
相，散發出濃郁的花香。

十月的歌聲是濃的。
十月的歌聲，美麗而雄壯，溫柔而粗

獷。十月的歌，是紅色的、雄壯的、激盪人
心的交響曲。金碧輝煌的舞台上，由韓偉作
詞、施光南作曲、李光羲演唱的歌曲又一次
響起：「美酒啊飄香歌聲飛，朋友啊請你乾
一杯，勝利的十月永難忘，杯中灑滿幸福
淚……」。在金色的十月裡，無論是建國初
期的《我的祖國》，還是建設時期的《我為
祖國獻石油》、《走上高高的興安嶺》，抑
或是《再見吧，媽媽》、《血染的風采》，
還是新時期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
的故事》、《走進新時代》、《中國夢》等
歌曲，無不高亢激越地飄蕩在祖國大江南北
的上空……

十月，一切事物都變得成熟，美好，
美得恰到好處且不可多得。十月濃濃秋，像
一幅濃墨重彩的丹青畫，濃得化不開，這幅

丹青畫取名《濃》。

張秀明：73年前陳嘉庚和司徒美堂為何參加開國大典？
　　中新社北京電　1949年10月1日，海外僑
胞代表不遠萬里抵達北京，參加開國大典。
這些代表中，有耄耋之年應邀的司徒美堂，
有一路顛簸赴約的陳嘉庚，有途中化名北上
的蟻美厚……對他們來說，赴「建國之約」
不僅意味著衝破回國途中的阻礙，更代表著
放棄海外的優越生活，投身建設新中國的事
業。
　　為何要邀僑胞參加開國大典？僑胞與中
國的綿長情義從何說起？近日，中國華僑
華人研究所副所長張秀明接受中新社「東
西問」專訪，講述開國大典背後的「僑故
事」。她說，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
史時期，海外僑胞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
運、心連心，發揮了獨特作用。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赤子僑心　風雨同舟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要請海外僑胞參加
開國大典？
　　張秀明：73年前的開國大典，海外僑胞
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的輝煌時刻。有「海外孤兒」之稱的海
外僑胞從此有了強大的祖國作為靠山，他們
為新中國的成立歡欣鼓舞。
　　抗戰勝利後，中國面臨兩條道路、兩種
命運的抉擇。在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海外
僑胞堅定支持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新中國。
1948年，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號召
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眾
多海外僑團紛紛響應。1949年，毛澤東致電
陳嘉庚和司徒美堂，邀請他們代表華僑回國
共商建國大計。海外僑胞與全國人民一道，
迎來新中國的曙光。
　　中新社記者：近代以來，海外僑胞在中
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作出了哪些貢
獻？

　　張秀明：近代歷史上，華僑有兩次愛國
高潮，一次是辛亥革命，另一次是抗日戰
爭。孫中山先生稱「華僑為革命之母」，這
是由于華僑對辛亥革命作出多方面的貢獻。
比如，革命組織興中會和中國同盟會的首批
成員大都是華僑；孫中山在海外從事革命活
動的經費和軍餉，大多由華僑捐助；華僑也
是多次武裝起義的骨幹，黃花崗72烈士中31
人為華僑。
　　抗日戰爭時期，海外華僑是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的重要力量。一方面，海外華僑積極
輸財助戰，貢獻良多。華僑捐款總數達13億
多元；購買救國公債11億多元，約佔國民政
府發行公債總數的1/3；僑匯達到95億元以
上，佔當時中國軍費的很大一部分。另一方
面，海外華僑回國投效，從人力上援助祖國
抗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3000多名南僑機工
回國援助祖國抗戰。
　　此外，海外華僑還積極維護祖國抗戰大
局，反對投降分裂，陳嘉庚提出「敵未出國
土前言和即漢奸」的抗戰提案，他還率領南
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考察，特別是對
延安的考察堅定了他對抗戰勝利的信心，認
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從此走上了與中
共合作的道路。

回歸故土　敢為人先
　　中新社記者：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
興，海外僑胞不計名利、回歸故土、投身建
設。歸僑在中國各項事業建設中發揮了怎樣
的作用？
　　張秀明：新中國成立後，海外僑胞歡欣
鼓舞，紛紛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掀起回
國潮，特別是以錢學森、華羅庚等為代表的
海外學子放棄西方優厚的生活條件回國，其
中很多人成為新中國各學科和領域的帶頭
人。比如，1999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0週年錶彰的23位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
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中，21位有留學經歷。
在中外交流方面，不少歸僑發揮他們熟悉當
地語言的優勢，起到橋樑紐帶作用。在體育
界，東南亞的歸僑學生和體育人才，為新中
國競技體育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羽毛
球界、乒乓球界很多名將名教，如王文教、
湯仙虎、侯加昌、林慧卿等都是印尼歸僑。
　　中新社記者：1981年，泰國華商謝國民
旗下的正大集團拿到深圳市0001號中外合資
企業營業執照。新中國成立73年來，特別是
改革開放以來，海外華商勇做首批「吃螃
蟹」的人，在中國投資興業。華商在中國經
濟發展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張秀明：新中國成立後，海外華商在中
國成立投資公司和企業，在國內投資興業，
助力國家經濟發展。
　    聯通中外　攜手圓夢
　　中新社記者：北京申奧成功後，35萬海
外僑胞攜手港澳台同胞捐款9.3億元（人民
幣，下同）共建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一直以來，廣大華僑華人熱心公益慈善，他
們對中國慈善事業有何貢獻？
　　張秀明：海外僑胞一直秉承一方有難、
八方來援，血濃于水、大愛無疆的優良傳統
和奉獻精神，熱心公益慈善事業。據不完全
統計，改革開放以來，海外僑胞、港澳同
胞對中國公益事業的捐贈累計已超過1164億
元，呈現出捐贈熱情和數額持續高漲、捐
贈地域和領域不斷擴大等特點。比如，對
2008年汶川特大震災的捐助超過了13億元；
2020年，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捐贈超過44
億元；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同樣積極參與其
中，廣大海外僑胞、歸僑僑眷、僑商僑企和
各級僑聯組織積極響應中國僑聯「捐建華
僑冰雪博物館」及徵集相關展藏品活動的倡

議，共捐款1.6億元建設位于河北崇禮的華僑
冰雪博物館。此外，如同在投資領域一樣，
在公益慈善領域，海外僑胞同樣開了風氣之
先，對推動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獨特
作用。
　　中新社記者：未來，中國如何更好地凝
聚僑心僑力？僑智僑力又將如何助力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
　　張秀明：作為身處兩個社會、橫跨多種
文明的跨國群體，海外僑胞始終是中國經濟
社會發展和對外交往可依賴的獨特資源。在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應該更好
地凝聚僑心，發揮僑力。
　　一方面，要密切關注僑情新變化，瞭解
海外僑胞生存發展面臨的新挑戰，傾聽他們
的心聲，回應他們的訴求，更好地維護他們
的權益、為僑服務。
　　　　首先，在「一帶一路」建設方面，
華僑華人是歷史上「絲綢之路」的開拓者與
建設者。他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
區繁衍生息，為中外經貿文化交流發揮獨特
作用。
　　第二，華僑華人從商者比例高，華商經
濟實力雄厚，他們為所在地經濟社會發展作
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在東南亞等地，經過
世代繁衍，他們已經深深融入當地。
　　第三，在文化上，華僑華人具有跨文化
交流的天然優勢。華僑華人既熟練掌握中文
及所在國語言，又瞭解中外文化差異，在傳
播中華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推動民間交
流、促進中外民眾互信等方面，有不可替代
的優勢。
        華僑華人自身就是中國文化和中國國
家形象的象徵符號，是當地人認識中國、瞭
解中國最直接的載體；也是跨文化交流的主
體，是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力量。

美智庫專家析中美關係癥結：美國想讓中國回到貧窮落後
　　中新社北京102日電　「中國就像一面鏡
子，美國透過它看到自己不願看到的樣子。
中國映射出美國的衰落，美國沒有能力領導
世界的現實，以及美國的分裂。」美國華盛
頓智庫全球安全研究所(IAGS)聯席所長、美
國能源安全理事會高級顧問蓋爾·魯夫特(Dr. 
Gal Luft)近日在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
欄目中分析。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之一，近年來，卻面臨空前複雜嚴峻的挑
戰。中美關係的晴雨變化，不僅事關兩國17
億民眾的福祉，更事關世界局勢的深刻演
變。中美關係的癥結何在，又將如何發展？

就此話題，在本次「東西問·中外對話」中，
蓋爾·魯夫特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
院長、教授翟東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
界發展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丁一凡展開
對話。
　　蓋爾·魯夫特表示，中美之間的問題並不
關乎中國正在做什麼，或需要採取什麼具體
行動來獲得美國的接受和理解，「美國不是
在告訴中國，如果你怎麼怎麼做，我們的關
係就會打開新篇章；而是要求中國，你要回
到貧窮，回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回到你
20年前的位置。這不可能。」
　　「蓋爾說得很對，美國越是失敗，就越

是把中國視作敵人。」
       丁一凡稱，在美國政治制度中，當它們
遇到困難時，如果無法解決國內自身的問
題，往往就會想方設法找到一個外部敵人，
而美國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被中國追上，它
們將此視為巨大威脅。
　　「如果說共和黨和民主黨在所有事情上
都可能是對立的，但祗在一件事上，它們可
以達成統一，那就是中國的相關議題。」丁
一凡說。
　　對于當前美國各種拉「小圈子」為中國
發展設障的行為，丁一凡表示，美國在全球
有100多個軍事基地，不僅要花很多錢來維持

這些軍事基地，還得調動和維持與這些國家
的聯盟關係。
　　「冷戰之後，維持這種聯盟的成本越來
越高。所以，美國要找到維持這種聯盟關係
的外在目標。在歐洲，如果沒有俄羅斯，美
國就沒有理由維持北約框架。在亞太，美國
擔心被中國趕上，所以，為保持其霸權，就
以各種方式給中國設障。」丁一凡說。
　　翟東陞表示，近年來，美國外交政策精
英對華態度更像是一個「混合體」，而這種
混合態度中最有份量的元素就是焦慮和恐
懼，中國的快速崛起，讓他們產生嚴重的不
自信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