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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重情重義，這是我們家族對
習主席的印象。習主席肩負重任，但他一直
牽掛着跨世紀的老校友，使我們倍感親切和
感動。」習近平主席訪問老撾期間，老撾革
命前輩貴寧．奔舍那的女兒開瑪尼如是說
道。當年，貴寧家的子女在中國讀書十多
年，曾與習近平在八一學校同校，建立深厚
情誼。習近平主席不忘舊情，與民同行，讀
過《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後，我更深刻
體會到他植入骨血的為民情懷。
對於知青生活，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很

難擁有痛徹心扉的感受。作家史鐵生曾在
《插隊的故事》中寫道：「有人說，我們這
些插過隊的人總好念叨那些插隊的日子，不
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我們最好的年華是在
插隊中度過的。誰會忘記自己十七八歲、二
十出頭的時候呢？誰會不記得自己的初戀，
或者頭一遭被異性攪亂了心的時候呢？於
是，你不僅記住了那個姑娘或者小伙子，也
記住了那個地方，那段生活。」陝北，這片
神奇的土地，成為很多知青的精神初戀之
地，習近平總書記就是其中知青之一。

1969年，不滿十六歲的他從北京來到梁家
河，箱子裝滿了書籍，那是他的精神食糧。
睡土坑、吃粗糧、過「五關」，即跳蚤關、
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語言關、學習陝
北方言也是重要的功課。「別人是從零開
始，習近平從負數開始」，他的父親被關在
牢獄裡，「在實現人生價值的時候，別人做
事從零開始，別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卻還得
墊平腳下的坑，夯實基礎，才能開始建
塔。」飽受精神的苦悶，他不抱怨，不氣
餒，崇學尚讀，勤勉勞作，打壩、拉土、挑
水、挑糞，與群眾打成一片。條件艱苦，環
境惡劣，他能苦中作樂，「昨晚看書至深
夜，四周寂靜，頗有些世上皆睡我獨醒的味
道。」半夜看書，臉上熏得都是煤油黑，餓
了他就煮玉米吃，半生不熟。
他涉獵廣泛，從謝緬諾夫《中世紀史》到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從《共產黨宣
言》、《資本論》到國際政治著作克勞塞維
茨《戰爭論》，從《史記傳》、《漢書
傳》、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到《靜靜
的頓河》、《魯迅全集》等。他邊讀邊寫批
注，且注重方法，他看書經常是幾本書同時

看，有所對比，有所分析，不但比較幾種說
法的同異，也推敲作者為什麼這麼說。以
《共產黨宣言》為例，他找來不同的譯本，
分析其不盡相同的理解和各有側重的翻譯，
在分析對比中真正學深悟透。為了找《浮士
德》這本書，他曾跑了30幾里路才借到。
1973年，公社推薦習近平去上大學，由於

家庭原因，他沒能被錄取。但是，命運從來
不會辜負持續努力的人，他好事連連，公社
團委批准他入了團，緊接着又批准他入了
黨，延川縣委調他為社會主義路線教育工作
隊隊員。用同齡人的話說：「習近平是年齡
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隊時間最長的知
青」，來之前他所在的八一學校解散，到了
插隊農村他只能重新認識；1974年雷平生被
延安大學錄取後，梁家河就剩下他一個知
青，「他真是不容易不簡單。」書中有個關
鍵詞，令我記憶猶新：錐處囊中。
當時父親被迫害，母親挨批鬥、遭審查，

兄弟姐妹被扣上「黑幫子弟」的帽子，遠在
延川的他沒有嚇倒，從未放棄讀書和勞動，
辦縫紉社、開夜校、辦代銷店、修梯田、辦
沼氣，群眾需要什麼，群眾想要怎麼辦，幹
部就要帶着大家怎麼辦。群眾對他的親近和
敬重，正是源自他心中裝着人民。曾有幹部
下鄉在農民家吃派飯，麵條煮進鍋裡卻無柴
可燒，女主人脫布鞋置入灶火，用力拉風箱
才煮熟，「燒鞋煮麵」對他震動很大，立志
辦沼氣，勇於開拓。
他敬老尊老，剛到梁家河時，張貴林的母

親病逝，他進屋恭敬地祭祀鞠躬，悼念這位
老共產黨員的母親，那是「文革」的第四
年；在文安驛公社，遇討飯的老漢，曾是父
親的警衛員，他解衣推食，將糧票和外套都
給了老人，有人怕是騙子，他說：「我現在
是個普通農民，他騙我什麼？」他去馮家坪
公社開會途中，主動為馮俊德老人拉車，老
人說：「我老漢活了70多歲就知道一個姓習
的，就是我們陝北鬧革命的習仲勳。」當得
知他就是習仲勳的兒子，老人逢人便說習仲
勳的兒子幫我拉車。見到群眾有困難，父親
習仲勳一定會伸手相助，背生病的老漢送醫
院，為清潔工推垃圾車，習近平繼承發揚了
父輩的精神。他淡泊名利，王燕生回憶說：
「我們知青有一張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

裡，沒有近平，後來有人想起來他給咱們照
的」；「再糙的飯近平也吃得香，再窮的人
近平也看得起」，他清廉自潔，一次去聶瑞
蘭家吃飯，他把糧票和錢壓在了碗底下，走
後對方才發現；他善於做思想工作，猴兒和
矮矮打架，習近平從中調解：「如果你們接
受不了扣工分，我就把我的工分給你們，但
你們必須做檢查。」兩人心服口服。如此實
幹，他錐處囊中也是自然而然。
為群眾找丟失的豬，修建公共廁所，為社

員治腿傷，同村的人也沒有他那麼着急……
《史記．魯周公世家》中記載：「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習近平心繫群眾、貼近群
眾、真心為民，才會贏得群眾的厚愛。這種
深厚情感蘊藏在陝北的方言中：「不管多苦
多累，近平能一直拚命幹，從來不撒尖兒
（偷懶）」，「習近平這後生的火真旺，要
不怎能煮熟隨娃這顆『牛筋圪蛋』（頑固不
化）」；這種黃土情結體現在他給梁家河村
民四封回信中：「我人生第一步所學到的都
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這是大學問
的地方，人生處處留心皆學問。」「陝北很
苦，延安更苦，延川極苦，梁家河最苦」，
最苦的七年插隊，為他繫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子，他從這裡讀懂中國國情，開啟青春之
路；而有了「知青」這碗酒墊底，他也必能
走遠……因為治國理政的根基就生長在這片
土地上，因為「中國夢」的內涵就根植在廣
闊的人民群眾基礎上，因為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孕育在這基層實踐的
豐富經驗中。
近幾年，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路遙、柳

青。2015年兩會期間，他曾與曹可凡說和路
遙當年住過一個窯洞。讀完這本書，我頓
悟：他並不是指向具體哪一眼窯洞，當年延
川縣住房好困難，所有幹部都是宿辦合一。
他用「窯洞」教育領導幹部，與村民同吃同
住同勞動；他以窯洞勉勵文藝工作者：「像
柳青那樣長期深入生活，與人民大眾同呼吸
共命運，去書寫我們這個時代的《創業
史》；像路遙那樣在《平凡的世界》中，用
自己的青春與生命去完成歷史交付自己的神
聖使命，『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
獻』；像《山花》那樣植根於民眾，創作出
深受人民喜愛、向上向善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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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正能量！
二零一七年最後
一天出現一個巧

合：年末、月末和周末，令人們在
跨進二零一八年時，有了一份悠閒
的盼望。也由於內地經濟近年穩步
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網絡上
有各種精彩的文藝節目和別具心思
的賀年視頻，令年底的日子予人歡
快正能量。
可別小視這些視頻的影響力和滲
透力，如果經常看這些傳遞着正能
量的視頻，人就會不自覺地受到感
染，待人處事也會更積極樂觀，視
野更開闊。以前，我們在西式廣告
片或電影中看到的一些鏡頭，感覺
很陽光，今天卻在中國人的面孔上
看到。
比如，近年內地流行的廣場舞，
配以音樂，令人身心得到徹底的放
鬆，這其實是一種結合了健身和美
藝的運動，對一些已退休的中老年
人來說，也可以是一種精神寄託。
如今發展下來，有人還組團到外地
演出。日前就看到朋友分享一個視
頻──一群穿着旗袍的女士可能是
演出完畢，在一個露天廣場聚會，
當時還下着零星小雨，其中有位穿
着飄逸長裙的女士，在等候時，即
場隨音樂起舞，動作柔軟，姿勢優
美，把路人的眼光都吸引過來。
本來穿着高跟鞋子的她，跳着跳

着，把鞋子脫了，由於地上還有
水，她沒有太大的動作，但神情投
入，表情愉悅，很陶醉的樣子。當
然，歲月在這位女士的臉上留下痕
跡，但身形卻保持得很好，以致跳
起舞來，予人輕盈、靈活之感，自
己開心，別人也開心。
此情此景，是以前我們歐遊時在
街頭上看到的，通常也是年輕人做
的，但今日，人們看到的是一位中
老年東方女性舞者，即興起舞。誰
說老年的女人沒有魅力！傳統觀念
多年來不斷給我們洗腦：女人怕
老，其實，男人何嘗不怕老！誰都
想保住青春，但老去是自然規律，
如何對待老去的態度，卻因人而
異。有些人幸運，年輕時就有機會
實現理想，有些人卻可能要到中老
年以後，卸下家庭重擔和思想負
擔，才重獲自由，找回自我。
而自由、民主社會的好處是，只

要你保持積極的動力和樂觀的精
神，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年齡段和不
同的場合實現自我。沒有機會踏上
高門檻的音樂殿堂，你可以在街頭
演唱、演奏；年輕時無機會讀大
學，老年之後也可以還願。
那些整年窩在斗室玩遊戲的宅男

或躲在臉書背後發牢騷的憤青，真
該睜開眼睛看看，前輩們如何精彩
生活。

2018年來臨，新
的開始，是好的開

始。1月2日是今年股市頭一個交
易日，正如好友所期盼的，這一天
開了紅盤，愈升愈有。執筆之時，
竟然升逾530點之高。港股如是開
紅盤，內地股市同樣也開紅盤，誠
好事也。
可喜的是，這次紅盤竟然是上升
股份佔大多數，強勢股騰訊、港交
所、平保、滙豐是帶頭者之外，還
有的是內銀股、內房股、內險股，
堪稱是百花齊放的局面。遺憾的
是，去年強勢的賭業股，今年都變
了洩氣股，竟然大幅下跌。然而我
認為有時投資策略也可是「人棄我
取」，所以也心口掛「勇」字買
入，希望食個大茶飯。
辭舊迎新之日，國家主席習近平
作了重要而又溫馨的新年賀詞，向
全國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台灣
同胞、全球華人及各國人民作新年
祝福語以及勉勵詞，講出了中國未
來發展的方向和信心。中國在世界
上的話語權愈來愈大，眾多國家都
以中國方案作為本國發展模式。
事實上，在過去這一段日子裡，
世界各國的經濟都在復甦，可以說
從學習「中國方案」中得到進步和
發展。中國在世界上更展示出大國
外交風範，作為中國人，都感到自
豪。
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
年，可以說這一年是非常重要而有
意義的。大家都引以為豪，都以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為指導，從奮鬥中得到幸福，

是國民的目標。在習近平領導下，
中國與世界各國尋求共識，構建
「世界命運共同體」，人民共同努
力，共享成果，期待世界各國人民
一同努力，共建和平。
新時代當然希望有好開始。然

而，世界形勢複雜且瞬息萬變，
也許轉眼就是天淵之別。當然，
能圓好夢是大家的希望，也應仍
作居安思危的準備。政治風雲、
地緣風波、恐怖分子、宗教矛盾
等等，都可能令幸福和平轉瞬即
逝。所以，我們在投資方面更應
作量力而為的準備，不要去得太
盡。
其實，伴隨科學的發展、電子商

業的進步，互聯網為世界各國更加
一體化。因而，各國經濟範疇包括
消費模式的轉變，在電子商務消費
的新世代，商人在發展事業的同
時，也作出相應的配合轉變，否則
可能會一敗塗地。相反，如果在創
新科技方面加強鑽研，作出新的改
革，必然會有所成就。
中國在過去的成就令「中國製

造」在世界得到發展，得到世人的
認許。無論在軍備上、在交通運輸
方面、電子消費模式方面等等，都
令人矚目，值得學習。例如，中國
的電子支付發達，幾乎可以不用攜
帶現金，便可在內地吃喝玩樂。思
旋一位銀行界的高層朋友在自我感
嘆：「我入內地幾乎行不通、吃不
到。因為我不懂用電子支付這玩意
兒，實際上在內地沒銀行戶口，奈
何！奈何！」港人變港燦，真有些
自卑。

值此新年（2018年）之際，我們已經進入了回歸第21個年頭。
回顧在中英談判期間是一項多麼艱鉅的工程，參與其中的所有人，

都為了歷史的一頁作出自己一顆小螺絲釘的貢獻。
新界鄉議局在91年的工作中，至今（2017年）為止，對新界乃至對整個香港的
貢獻甚多。筆者認為新界鄉議局對香港的貢獻，除了提供我們生活最需要的土地以
外，就是對香港成功回歸祖國的進程中，提供了一個既實際又簡單的可行建議，就
是讓香港全體市民既安心接受回歸祖國的事實，又解決市民心中最切身的問題——
香港回歸後的土地政策是否適合？如何解決香港市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是新界鄉
議局的社會責任；今天回顧這份土地政策建議書，可稱得上是歷史絕響！
話說當新界鄉議局於1983年首次組團訪問北京，會見時任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

志後，回到香港帶回來的好消息是「請投資者放心！香港可以繼續實施資本主
義。」當天在半島酒店，眾人興高采烈地談論着，「馬照跑！舞照跳！」然而溫漢
璋提出，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這些土地必須在1997年6月30號之前
三天，也就是1997年6月27號交還給中國政府，但是有關土地政策的細節如何進
行呢？卻沒有一個人提出。
於是經過一番討論後，陳日新即時提出由溫漢璋和何新權負責草擬有關此項土地

政策之初稿。此項建議案甫出，社會上一呼百應，包括土地發展商、銀行業……新
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將這份土地政策建議書與港澳辦多方討論後，最終獲得中央政
府接納，因而順利解決了香港回歸祖國而產生的土地問題。結果「全香港土地免補
地價，只需每年分四期繳交應課差餉估價值3%，繼續使用該土地50年，直至2047
年。」此項土地政策的消息公佈後，全港市民均放下心頭大石，放下最切身的問題
後，其他的問題都獲得一一解決。
由新界鄉議局向全港市民提出這個好辦法，當時有識之士皆支持，便由新界鄉議

局直接向北京提出，當北京接納後，殖民地政府也不能反對或改提另一個更好的辦
法，從而穩定社會人心。
香港能順利地回到祖國的
懷抱，這份功勞絕不是一
個機構或是一個人的，它
的功勞是屬於所有愛國家
愛民族的中國人！

話說新界鄉議局的貢獻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蘭語語

手機收
到一段疑

似石鍾琴的舞者大跳廣場
舞的短片，如果真是年過
七十的石鍾琴，其身手矯
健，婀娜多姿，確令人驚
嘆。石鍾琴是當年文革八
個樣板戲之一的芭蕾舞劇
《白毛女》頭號女主角，
是一個時代的殿堂級人
物，迷倒了一代人。
短片所見，舞者興之所

至，還脫掉鞋子，有大媽圍
觀拍掌，也有男聲喝彩，短
片中舞者的身份不得而知，
也不能盡信是誰。倒是粉絲
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讚嘆這
是「活的質量」；也有粉絲
不忍偶像走下神壇，舞在街
角。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
事，經歷造就了自己的生活
態度，如何取態，見仁見
智。殿堂本來就是精英的天
下，走下神壇不難，但攀登
殿堂天梯就不容易了。基層
上殿堂，簡直就難過登天，
然而，在有心人幫助下，我
們的確看到了動人的一幕。
元旦日欣賞了香港青年愛

樂樂團和香港希望之聲少兒

慈善基金會合辦的音樂會，
一批來自基層家庭的少兒，
包括領取綜援、申領書簿全
津、半津、申請獲批在職家
庭津貼計劃的家庭兒童，以
希望之聲少兒合唱團和弦樂
團的身份，經專業培訓後，
在殿堂級的文化中心舞台表
演。
這項為基層家庭兒童提供

免費的音樂培訓計劃，受惠
兒童通過團體訓練，培養音
樂興趣，透過舞台表演的歷
練，提升自信，樹立良好的
個人品格，在希望中追求積
極人生。
香港青年愛樂樂團總監

及香港希望之聲少兒慈善
基金會主席林啟暉，他在席
上致辭，香港青年愛樂樂團
在地區創立和發展，在民間
團體支持下，經歷17年成
長壯大；希望之聲少兒合唱
團和弦樂團，也是得到民
間團體的贊助才得以啟
動。他批評政府長期沒有
一套文化政策，資助扶持地
區音樂文化發展。為社會
基層提供上游機會，政府
責無旁貸。

基層孩子登殿堂

一年裡頭，打從
元旦開始，總有連

串祝福的聲音，新曆新年快樂農曆
新年快樂之後就是五月端午、八月
中秋、陰曆冬至、陽曆聖誕……周
而復始。
最重要的一天，自然還是歌頌個
人生辰快樂了，尤其是自從有了臉
書（facebook），出生年月日告諸
天下，不相不識五湖四海疑似密友
的「書友」，一經網絡提醒，都來
恭賀一番，你來我往，好不熱閙。
十八廿二躲在網內的宅男閨女對自
己初成長的生日就特別看得認真，
這個廿一世紀網上功德，也真有點
心理治療作用；不過三十過後，熱
情消退，漸漸也覺得煩厭了。
一年三百六十多天，果真有上述
那幾個日子快樂，其餘日子就不嫌
寂寞嗎？大節日子還可以與眾同
樂，但是也有人視生日為私隱，喜
歡一個人過，一家人過，或者與最
親密那一個人過，公開了反而不見
得快樂，大概只有娛樂圈中人才喜
歡自己的生日弄到普天同慶。
喜歡一個人過甚至連生日都忘記
的都大有人在，最不在乎生日那一
個，就是漢語拼音之父、人瑞周有
光了，他說從未在有生之年着意過
年過節和自己的生日，耳邊從未聽
過任何祝福，很多人就難以想像，

這樣平平淡淡活過一百一十一年歲
月，日子能不苦悶，能不平淡嗎？
真是子非魚，焉知魚之樂，周老高
高興興這樣說，必然有他的驕傲和
理由。
他不作解釋，我們實在已經為他

找到答案。真的，他的日子過得何
嘗平淡，他每天從文字堆裡找尋到
的新鮮感，已令他樂在其中，樂不
可支，即使再活一百年，一樣如常
快樂。可見人生最大的快樂來源還
是培養出一種終生喜愛的情趣，這
種情趣來自自發，不一定從別人那
裡獲得。
人嘛，可以眾樂樂，也可以獨樂

樂，全倚賴人群中取暖，一旦聽不
到祝福的聲音時才會感到落寞。真
快樂，就是能夠把節日慶典生辰的
快樂平均分到三百六十五天 !

每天都要快樂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元旦假期，姑姑約了她的老
姐妹賈阿姨到酒樓喝早茶，要

求表哥表姐作陪，結果表哥表姐們沒空，便濫
用「權力」派了我去充當子女代表。
那天，一向守時的賈阿姨破天荒地遲到了半
天，到的時候胳膊上還纏着厚厚的紗布，隱隱
地滲出一點血跡。賈阿姨落座，姑姑連忙關切
地打聽原因，賈阿姨說她被自己家的狗咬了，
姑姑和我聽完都嚇了一跳，不知一向不喜歡小
動物的賈阿姨幾時養了一隻連主人都會咬的
狗。姑姑的關心勾出了賈阿姨的一肚子苦水。
原來咬人的狗是隻所謂的名犬，是賈阿姨的

獨生女兒文文養的，養的時間長了，文文不耐
煩了，但又心疼當初買狗所花的一萬元人民
幣，不想把狗送給別人，於是就送回很久都不
回去一趟的娘家，讓自己的母親照顧，美其名
曰讓狗陪伴獨身的母親。文文偶爾需要帶着
「名犬」出去和朋友聚會的時候，便讓賈阿姨
送過去，接受完朋友的讚美再讓賈阿姨接回
來。如此來回折騰倒也罷了，最讓賈阿姨苦不
堪言的是，「名犬」讓文文慣壞了，養成了嘴
刁脾氣臭的毛病。這一來，每天光是伺候「名

犬」吃喝拉撒睡都是小心翼翼的，這不，就因
為賈阿姨硬讓「名犬」吃牠不喜歡的食物，牠
便發作起來把賈阿姨的胳膊咬了一大口。
賈阿姨的傷口到醫院經過消毒處理，又打了

破傷風針，趕到醫院付款的文文一看醫藥費花
了一千多元，臉色就有點不好看了，順口就說
賈阿姨連狗都養不好，以後生了孩子就更不敢
交給她帶了。賈阿姨看到女兒的臉色，也有點
寒心，甚至懷疑如果日後自己沒有能力幫女兒
養狗，帶孩子，是不是就失去了自己在女兒面
前的剩餘價值了。
姑姑因此也感歎不已，她家小區樓下的草地

經常遛狗的大多數是退休老人，一早一晚的遛
狗時間很是熱鬧，老人們相互一交流，大多數
的狗都是幫自己的子女養的，而這些子女也大
多數沒有和父母同住，丟給父母養的狗，說起
來是為了陪伴他們，當兒女不在身邊的時候他
們能「老有所依」，實際上卻給他們增加了更
多的負擔。姑姑說鄰居替兒子養了大型犬的老
先生，因為輕微中風腿腳不靈活，在追狗的時
候摔了一跤，醫治無效，一下子成了半身不
遂，兒子的「愛心」變成了全家人的傷心。

姑姑很慶幸自己的孩子們沒有讓她養狗，那
些孩子們自己不願意付出，卻打着愛心的旗號
把父母綁架起來，他們也沒有真正地去愛那些
犬隻，只是有意無意地把牠們作為炫耀或者比
拚的工具，卻讓父母去承擔本該他們自己承擔
的責任。當然，如果把子女對父母不好的賬算
在狗身上，那就是對狗們的不公平了。
現在內地很多地方都在推行「微孝行動」，

其中的一些「微行動」只是讓孩子們每天幫父
母洗洗碗，或者在不回家、節假日的時候打個
電話回家問候一下父母，在力所能及的時候抽
時間陪父母到樓下散散步、聊聊天。這樣微小
的行動常年堅持下來，比送一隻狗給父母的
「陪伴」幸福指數要高得多了。而能夠把這些
微小的行動常年堅持下來，才能夠讓老人們覺
得老有所依。
想起朋友說過一個笑話，有個年輕人，某日

丟了一隻狗，喪魂落魄地去派出所報了案，過
了幾日警察幫他找到了狗，他去領狗時不忘給
派出所送出一面錦旗，上書四個大字︰救我狗
命。在這個年輕人的心目中，狗也許是他的
命，但卻不知父母在他的心中又是什麼呢？

老人與狗

習近平和他的七年知青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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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新年，一樣快樂！ 作者提供

■為了香港順利回歸，
新界鄉議局在1984年
4月 29日向北京遞呈
「香港土地政策建議
書」。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