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理醫生荒

「普信男」的故事
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
候，正值H&M事件鬧得
沸沸揚揚，但小狸卻更

關注另一個姑娘，那個姑娘正被一群
「普信男」追殺得無處可逃。
脫口秀愛好者星人應該都對「普信
男」不陌生。它來源於《脫口秀大會》
第三季中女選手楊笠的名句：「為什麼
他（男人）明明看起來那麼普通，但是
卻可以那麼自信？」
楊笠口中的「他」並沒有指名道

姓，但卻並不妨礙一大群男人哭着喊着
爭相認領。這也讓小狸常懷迷惑，因為
北京有句俗話說得好，見過撿錢的，沒
見過撿罵的。
自覺認領了「普信男」標籤的男人
們，急吼吼開始了「反擊」。女脫口秀
演員話音剛落，他們就舉報了她，說她
「涉嫌侮辱男性、製造男女對立」。有
自稱男權團體還發動了網絡運動，「旨
在引起政府審查員的注意」。
沒過多久，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奇葩說》辯手儲殷特意為楊笠發了段
小視頻，直斥楊笠們「不如男性理智，
是被商業社會洗腦的韭菜」，更以「如
果卸了妝，你可能是真的醜」來對所有
女性進行相貌歧視和人身攻擊。
就這樣圍剿了好幾個月，「普信

男」卻追殺興頭不減。不久前，英特爾
找楊笠做代言人，「普信男」們一聽馬
上又High起來，紛紛去英特爾官方微
博踩場，揚言要抵制英特爾。有「普
信男」傲氣表示︰「楊笠沒資格擔任
男性用戶為主的電腦產品代言人。」
還有「普信男」及時抖機靈兒，表
示︰「英特爾這是自殺式營銷。為什
麼英特爾明明看起來性能那麼普通，
但是價格卻可以那麼自信？」而英特

爾，明顯沒有楊笠們勇敢，察覺到形
勢不妙，其官方微博連夜下架了所有
楊笠代言的內容，同時官方淘寶店也下
架了和楊笠相關的宣傳海報。
最有意思的是，剛剛楊笠在繼英特

爾之後，又代言推廣了某衞生棉。而真
的讓人想不到的是，「普信男」們竟然
連這個也不放過，紛紛追到直播間，楊
笠還沒出現，彈幕上就已經開罵了。但
真的其他邏輯都先不講，上一集還說
「女人不懂電腦所以沒資格代言電腦產
品」的「普信男」們，這一集怎麼又擁
有了對衞生棉的話語權？
看到這，相信不止小狸一個，所有
理性尚存的男男女女應該都已經發現
「普信男」就是個連環笑話了。而即便
小狸還沒有告訴您「普信男」的完整定
義，相信您應該都能體會到了。而「普
信男」，正是：「普普通通，一般相
貌，一般薪資，卻迷之自信，敢於隨意
以自身狹窄而有限的認知經驗審判別人
特別是女性。尤其喜愛評判女人的年
齡、皮膚、身材、打扮、髮型、學歷、
身高等，卻從不看看自己一大把的年
齡、發福的身材、稀有的髮量、油膩的
氣質以及巨嬰的心態。」
楊笠的一句「普信男」，讓「普信
男」們不舒服到了極點，覺得受了天
大的冒犯，氣急敗壞，風度全無。而
譚維維的新歌《小娟》裏，有一段歌
詞叫「奻、姦、妖、婊、嫖、姘、娼、
妓、奴、耍、婪、佞、妄、娛、嫌、
妨、嫉、妒」，細看就會發現，都是表
達壞意思的字，都有女字邊，都用了幾
千年。
男女對立從來不是楊笠們造成的，

真正的推手是「普信男」們那一碰就稀
碎的玻璃心。

據報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醫生
護士，將會出現退休潮
和移民潮，由是導致醫

生人才斷層，影響服務云云。筆者早在
2019年「時代革命」暴亂高潮中，已談
到「亂後重建」。亂港的醫護屬於亂港
五棍「政教法學媒」中的「政府門」。
「政棍」除了政黨之外，還有公務員和
公營機構僱員，醫院管理局即是其中之
一。醫管局名義上不屬公務員系統，卻
仍是耗用公帑，局中人領的薪水、用的
物資，都由政府庫房支付，只不過是先
撥款，花掉再領而矣。
猶記新冠肺炎疫情初起，竟然有醫
護惡意罷工，看來早將《希波克拉底誓
言》（Hippocratic Oath）拋到九霄雲
外。其誓曰：「無論何適何遇，逢男或
女，民人奴隸，餘之唯一目的，為病家
謀福，並檢點吾身，不為種種墮落害人
之敗行……」枱面上是年輕醫生護士
跳出來組織罷工，會有資深醫護在後面
推波助瀾嗎？看來在情必有，於據則
無。今天還有幾許醫學界的「大老」肆
無忌憚地抹黑中國研發的疫苗和歧視整
個中國西醫界？
有「重量級人物」獅子開大口，要
政府給每個香港市民發3,000元，用來
幫襯「私家醫生」注射疫苗。700萬人
乘每人3,000元，共為210億元，都要
落入醫護和背後商人手中。行政長官林
太一口拒絕！廣府俗語有云：「斷人衣
食，猶如殺人父母！」一幫人摩拳擦掌
要分一塊200億的大肥肉。醫生開天殺
價，若政府落地還錢，仍會有過百億，
或至少幾十億新財源。現在都落空了！
有人對林太本人，甚至其下屬、家屬都

恨之入骨，就不難理解了。
筆者請教資深醫生缺人的根由，

「大國手」笑言在香港做醫生，有非常
特殊的要求。平日為病人診斷、問診與
解釋治法，九成以上用廣府話交談；寫
病歷、開處方卻用英文。這樣的組合，
恐怕只有本地培養的醫科學生才可以勝
任云云。筆者是學「產業工程」的，許
多問題都可以用錢解決，少數難題要用
更多錢。手用英文，嘴用粵語的特殊組
合，也不是什麼不可逾越的難關！現時
只不過是本港醫學界的「大老」不肯學
用中文！實情是世界各地的「西醫」都
用本國語言，不一定都用英文這門「國
際語言」。以我們東亞為例，中國海峽
兩岸，日本、韓國，都不用英文寫病
歷、開藥方。
許多年前，有工程界的朋友提及，
那時寫投標工程的標書，主流已改為用
中文，而且要用簡體字，名詞術語都用
內地的一套。這無非是資本主義社會、
市場經濟的老規矩：「顧客永遠是對
的！」付錢請你香港專家的老闆是中國
內地人，你就要用中文簡體字去滿足貴
客。今時中國已是世界「基建狂魔」，
香港工程界、建築界、營造界，還有什
麼本事可以賺中國內地貴客的大錢？
世上有「人工智能」此一事物，未
來一段時間，香港病人仍以廣東人為主
流。花點錢更新電腦病歷系統，容許中
英雙語便是。這邊輸入一個中文醫學或
藥學名詞，立時就提供英文譯名；還要
可以英譯中呢！
還有是統一執業資格試，本地上大

學醫學院學醫的年輕人，與外地行醫有
年的行家大可以考同一個執業資格試。
據此改制，醫生來源一步就解決了！

辛丑年，疫情下的春節不團拜，頗長時間未和孫觀琳老師
及夫婿藺先生見面，心中惦念，趁放寬限聚令至4人，明珠
和我即約他倆在酒樓補拜年談心！
孫老師夫婿藺常志和藹可親，他常難忘往昔在母校華師學

習的校園時光，學習雖很刻苦，但特別珍惜在華師認識了孫觀琳，後贏得
美人歸，成了他的太太，收穫一段美麗的愛情，與青葱的記憶。
能面對面和兩老飲茶談心，見他倆精神飽滿，滿面笑容，風采真好！藺
先生談起往事，回想起年少志昂那段軍旅歲月，欣然拿出一幅襟章照給我
們看：他精神矍鑠地佩戴上一枚紀念章（見圖），細看熠熠生輝刻着人民
志願軍抗美援朝70周年。
原來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70周年紀念！藺生榮獲此紀念

章，真是喜出望外，果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美事由一封承載着殷切期望
的交辦信起，歷兩個多月，在北京、香港、瀏陽三地緊密聯繫努力下，88
歲的藺老兵，終在今年春節戴上此章。我們感恩可飲茶聚會，欣賞這難能
可貴的照片，聆聽分享了一段當年激勵人心、雄姿英發的軍旅敘事……
藺先生感慨地侃侃而談：「我其實出生於1934年，軍報錯寫成1935

年，在懂事的時候日本侵華，每周在時事課上總是聽老師講，我們的軍隊
打敗了、撤退了，心裏就壓抑着一股熱血。又讀到中國近代史，國家簽訂
不平等條約，總是覺得自己的國家太弱小，要為祖國做些事情。」
回憶起那段年少志昂的青葱歲月，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熱愛祖國的

藺常志（當年只得16歲），懷着滿腔熱血，未及與父母辭別，即帶上幾
件衣服，從香港回到廣州，懷着一顆赤子之心，便到江門踏上了解放軍參
軍之路，出國作戰；後部隊改成志願軍，負責送兵士赴朝鮮戰場。那時他
在華南幹部訓練大隊學習，1951年下半年被分到
48軍13師428團，1952年他們團乘火車往湖南，
接到命令去洞庭湖邊參加荊江分洪水利建設工程。
那段4年的軍旅生涯中，所學到的拚搏精神，能
幹、肯幹、不計較的優良作風卻影響他之後的學
習、工作。談起往事，他想起當時超負荷的勞動，
一個軍工頂4個民工，民工挑着擔子起步走，和洪
水賽跑，在短短3個月裏，他有了白頭髮；言談滿
是經歷的感覺、愛國的情懷。
從瀏陽到香港，這枚紀念章，圓了老兵藺生厚重
的家國情懷夢；和平日子，得來不易，願君記取。

熱血報國 軍旅情懷
廿四節令之

「春分」已過，
又到清明節。
農曆二月廿

三日是清明節，正是孝子賢孫
扶老攜幼踏青掃墓，緬懷先
人的時候。恰恰是春暖花開
的季節，既是賢孝的表現，
又是合家團聚的親子活動。
香港是匯聚中西文化的城

市。過了中國人的清明節，接
着又到西方的復活節了。復活
節是耶穌基督為打救世人甘於
受難，終在3天後復活的故
事。無論你是否教徒，都受感
動。每當一年一度的復活節來
臨時，很多地方都放假作紀念
活動。今年的清明節與復活節
連在一起，共有5天假期。遺
憾的是，世界現正面對新冠疫
情，各地幾乎都作了封關的措
施，香港也不例外。市民只能
在5日假期作短途本地遊的計
劃，以度假期。
其實，香港是個美麗的城

市，港人以往趁假期常到外
地旅遊而忽略了本地觀光的
機會。相信特區政府有關官
員亦會在近日確診人數稍緩
的時候而作出某些鬆綁的措
施，好讓市民在假日有快樂
的好去處，最重要的是讓香
港百業都因此而解禁，有生
意做、有工開，過一個真真

正正的復活節！
中央對香港無微不至的關懷

與愛護，為了令香港能真正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近年來
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公布了
《香港國安法》和最近就完善
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作出了決定
等等，並廣納民意，良政善
治，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日（3月
29日）在北京開會，就完善香
港特區選舉制度而最後拍板，
解決一系列選舉制度的具體問
題。
有關 1,500 人選委會的組

成、90席立法會議席在3種選
舉方式中的分配比例，以及
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和職
權等議題，香港各界都期望
能盡早作出決定並公布。根
據現行香港特區政府有關官
員所認為，現時是分秒必爭
的時候，要梳理涉及超過20
條的主體法律及附屬法律，
然後交予立法會審議通過。
要知道，香港要在一年內舉

行3個選舉，分別是選舉委員
會、立法會換屆、行政長官選
舉，顯然這將是香港的一次偉
大變革。匯聚數百萬港人的智
慧和力量，眾志成城，選出真
正的愛國者，選賢與能，選出
以人民為中心的能者治港！一
心為港和平發展、經濟和民
生！香港真正復活了！

大變革 香港復活了

對於一個人的性格，
大家都知道影響很大，
影響個人的家庭、幸

福、婚姻，最近有調查顯示，一個人的
性格影響個人健康，總括來說便是影響
一個人的命運！
在日本的健康節目《恐怖醫學》
中，有一集提到心血管病，節目中有兩
位代表人物，一個性格緊張兮兮，凡事
要周詳策劃，依足規定，難以接受改
變；另一人凡事隨心隨意，樂天開朗，
輕鬆面對臨時的改變。結果是前者患上
心血管栓塞疾病的機會較後者高出很
多。專家要提出的是什麼性格的人會直
接影響其身體健康。
根據我兩位有心臟毛病的朋友的經
驗，每當他們大魚大肉，狼吞虎嚥一輪
後，心跳便加速，醫生的診斷是胃部突
然負荷增加，血液都流去幫助消化，心
臟須加速工作泵血，以致心跳加快，導
致心律不正。故此病者應改變愛吃難消
化的食物如肉類、肥膩食物，以及急躁
的性格。

提到急躁的性格，有一位朋友就因
為多種病痛而強迫自己慢活下來，並且
努力收斂火爆的脾氣。他要求高，每天
都爭分奪秒，稍有不順意便拍枱大罵，
下屬和家人都受了不少氣。久而久之，
每次狂妄過後，心臟便不適，血壓飊
高，消化不良，這就是警號，要他改變
心態，讓身體好過點。
最常見出毛病的性格是悲觀，事實
證明悲觀的人較易患上抑鬱症，或由
低落情緒長期積壓而形成的疾病。還
有較易患病的性格是焦慮、倔強、憤世
嫉俗等，醫生朋友說這類性格較常有偏
頭痛、暴食症、高血壓、腸胃病等。
很喜歡「難得糊塗」這句話，不拘
小節，性格樂天，大情大性的人，總能
睡得好，吃得暢快，較少病痛。「喜樂
的心乃是良藥」這句來自聖經的金句，
在港安和浸會醫院都有掛出來，提醒病
人樂觀面對自己的疾病。大家都可能聽
過沒病的被嚇死，有病的以為無事而痊
癒的例子。要改善健康，讓我們嘗試針
對缺點改變自己的性格。

性格影響健康

《紅樓夢》第37回當中有這
樣一個情節。某日，探春忽發
奇想，便邀了寶玉和眾姐妹來

到她的秋爽齋，要成立一個詩社。隨後，他
們就開始取起了別號。寶釵叫衡蕪君，黛玉
叫瀟湘妃子。到了寶玉，寡嫂李紈讓他仍用
舊號絳洞花主，寶玉卻不滿意，說這是小時
的把戲，現在早已經不合時宜了。然後才用
了自己現居的怡紅院為名，稱為怡紅公子。
這段故事看似瑣碎，其實描繪了中國古人取

號時的真實情形。但凡取號，和本名不同。它
的要旨是符合主人的氣質，或者與他本人實質
有關。所以這幾位人物，儘管他們的別號由眾
人商定，卻每一個都極符合他們。而在古代，
我們常見的那些個舊人，他們的號也都是自傳
性的。譬如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這是他的
人生理想，需要有六個一：一千卷的《集古
錄》，一萬卷藏書，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
再加上他這一個人。李白號稱「謫仙人」，果然
最符合「將進酒，杯莫停」這樣的揮灑不羈。
既然帶有某種自傳的性質，心境不同，自號

變更也是常事。所以我們小時候常為一件事情

苦惱，就是背誦這些個號。其實倘若將這個號
和這位人物的一段生活結合起來，那是相當有
意思的，因為它實實在在對應於這個人。這點
十分難能可貴，因為我們的名和字，本名固然
是由長輩賦予的，叫得最多。平輩間為了親近
稱呼的表字，也是要和名字相關。譬如蘇軾的
表字子瞻，取「軾」字的登高望遠之意。唯有
號，可以隨心所欲，代表心境、形象或居所。
現代人對於這種傳統向來敬而不敏。我小

時候，朋友間還有時萌生出效仿古人的意
思。然而這種衝動，在今人這裏是決計不會
出現的。不過這種突破本名的慾望卻在，體
現在網名這種現象當中。每當我們要取一個網
名的時候，心理上都會很重視。通常先會仔細
思考一番，要想想這個網名是否能夠充分表達
自己的風格。於是這種打算就有了一種開端的
意味，帶着某種希望。但它和父母給出的名字
又不一樣。那個名字是將希望寄託於別人，網
名卻完全屬於自己。這種行為就像是一種精神
分析，有着深深的自我探索在其中，它對本名
來說是一種背叛，卻不是以被譴責的方式受到
批評，而具有某種變異了的情趣與審美。

不過網名與傳統古人的名字號之間的差別
在於，即便是擁有最多號的古人，也不及今人
的網名這樣自由。於是，一種名字和本人之
間的對應關係就變得不那麼牢靠。德里達曾
經認為，一旦名字給定，它就會自然與本人產
生一種奇妙的分離。兩者互相指代，相互制
約。在他看來，基於對名字闡釋的行為，實際
上是在削弱名字本身的特異性，使其成為名字
主人的一部分。而這種不完全指代關係，卻在
解釋過程當中，脫離了名字作為獨立存在的特
異性，依附於它的主人。
既然如此，這種釋義行為就是眾多一般化

進程當中的一種。這其中就會產生一種悖論。
取名是為了特異和區分，為名字釋義卻在剝奪
這種特異性。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人類的釋
義行為本身就是使萬物歸於平常的行為。而那
些常常被提到的名字，就是在這個平凡化的過
程當中通過不斷重複成為神話的。德里達的
這個解釋僅限於對名字本身的思考。不過以
此類推，在當前網名的愈加不穩定的現實當
中，似乎並沒有脫離這種規律，名字依然在穩
定中成為神話，而重複也變得更重要了。

本名與網名

水中故鄉
夜深了，喧囂的小城漸漸安靜下

來，街邊的燈火依然璀璨。月光下
那條彎彎的溪流閃着細碎的銀光，
那跳動的水波像個調皮的孩子打翻
了我記憶的閘門，故鄉的山山水水
瞬間從腦海裏一擁而出。記不清多
少個夜晚，仰望夜空，思念向着故
鄉瘋狂生長。多想回去看看，哪怕

只剩殘垣斷壁，然而近在咫尺，我們卻再
也回不到那片魂牽夢繞的地方。
當年因響應國家號召，建造棉花灘水電

站的需要，峰市人民須集體搬遷，離開自
己心愛的家鄉。從此，我們的村莊便淹沒
在深深的龍湖水底……
離開家鄉20多年了，不知水底的村莊成

了什麼樣子？千萬次想像，仍改變不了它
在我心中的模樣。儘管當年車子開過泥巴
公路時塵土飛揚；儘管村莊都是些陳舊的
土樓瓦房；儘管空氣中瀰漫着泥土、莊稼
混合一起的鄉土味，但那兒依舊是我最為
惦念，最想到達的地方。
思鄉的時候，童年那個夏夜便清晰地浮

現在腦海：黯沉的夜空綴滿星星，大地鋪
滿了銀光。月光下的曬穀坪裏，小夥伴們
的嬉鬧聲不絕於耳：「蟾蜍嘍，肚嘍嘍，唔
（不）讀書，冇老婆」，「月光光，秀才
郎，騎白馬，過蓮塘……」孩子們邊遊戲
邊唸叨着百讀不厭的客家童謠。大人們則圍
坐在家門口的石階上搖着蒲扇，說莊稼，拉
家常，聊八卦。而屋裏那盞微弱的煤油
燈，在黑夜裏顯得異常孤獨冷清。波光粼
粼的溪水低聲細語地緩緩前行，小溪一隅
傳來陣陣銀鈴般的笑聲，勞累了一天的姑
娘們坐在洗衣石上泡腳嬉水，溪水的清涼洗
去了她們的倦意。田間小道上偶爾有電筒光
在晃動，那是放水灌溉莊稼的人沿着水渠
勘查水情，保證水能順利流進自家農田。
夜漸深了，人群散去。村莊漸漸地安靜了
下來，人們陸續進入甜美的夢鄉。夜風中
禾苗沙沙細語，蟲兒低聲呢喃，唯有那池

蛙聲及偶爾的幾聲狗吠，顯得如此清亮。
待天色迷濛微亮，寧靜的村莊又熱鬧起

來：「踢踏、踢踏」的腳步聲，鍋碗瓢盆
的碰撞聲，雞鳴狗吠聲，還有大人喊孩子
起床的叫喚聲，匯成一曲激昂交錯的交響
樂。放雞鴨出籠、澆菜、摘菜、做早飯，
婦人們用統籌方法安排好時間，有條不紊
地忙碌着。男人們則扛起鋤頭往田邊走，
趁早晨涼快先幹幹農活。睡眼矇矓的孩子
們按部就班忙起了家務：挑水、燒火、掃
地、放牛、洗衣服、剁豬草……時不時還
打打呵欠，伸伸懶腰。晨霧中裊裊升起的
縷縷炊煙是家鄉最美的風景。
春天的小溪像個美麗的大花園，綠油油

的岸邊長着一簇簇五顏六色的小野花，還
有一叢叢粉色月季和白色的金櫻子花。彎
彎的溪流繞着村莊向外邊流去，溪水清澈
透明，連水底的細黃沙和游動的小魚都一
覽無餘。晨間的小溪熱鬧非凡，挑水的，
洗菜的，洗衣服的，嘰嘰喳喳鬧成一片。
女孩子們高高地捲起衣袖和褲腿，站在水中
彎着腰搓洗衣物，時不時還掄起棒槌一下一
下地拍打着衣服。節奏感極強的槌衣聲、
稀裏嘩啦的水流聲、清脆爽朗的笑聲，響徹
了一個個明媚的清晨。調皮的溪水悄悄捲
走堆在一旁的衣服，眼尖的孩子看到後大
叫：「喂，誰的衣服被水沖走啦？」大家連
忙回頭查看自己的衣物，失主反應過來後雙
手拎着褲管「咚！咚！咚！」一步濺起一個
大水花，快速地追逐着漂流而下的衣服，只
聽見身後傳來小夥伴們嘻嘻哈哈的歡笑聲。
春天的田野像一塊塊碧玉，綠油油的禾

苗一眼望不到邊，田間小道上也長滿了嫩
綠的青草。晨曦中，草尖上的露珠在微風
中輕輕滾動，閃着五顏六色的光。放牛娃
牽着牛繩赤着腳踩在濕漉漉的田埂上，一
會兒看看牛兒的肚子飽沒飽，一會拔拉着
雜草玩。牛兒不緊不慢地啃着帶露珠的青
草，趁主人不備時頭一歪，舌頭一捲，偷
吃了一大口禾苗，發出脆生生的聲響。

「嘿！」放牛娃察覺後吆喝一聲，猛拽牛
繩。牛兒怯生生瞄一眼主人，眼神裏有幾
分憂怨。待太陽爬上山頭，霧氣漸漸消
褪，村莊染成一片金黃……
記憶深刻的還有汀江河畔上那條長長

的、窄窄的峰市街，它位於閩粵邊陲，
「雙峰秀麗欲聳天，一排街店半山懸。貨
船渡船如梭織，棉花灘險把船攔。」這首
流傳的民謠正是它當年的寫照，它是歷史
上汀州的水運樞紐，經濟繁榮，曾有「小
香港」的美譽之稱。隨着歷史的變遷，
「小香港」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唯有
那滔滔江水和歷經風霜雨雪的七個航運碼
頭，悠悠地訴說着昔日的繁華。峰市那條
長長的街道呀，是童年最嚮往的地方。還
記得當年擁擠的街上充斥了整個耳膜的各
種叫賣聲、討價還價聲。唯有那賣麥芽糖
的大爺叮叮噹噹敲打的聲音最為悅耳，還
帶着一絲甜蜜的誘惑。在風景優美的汀江
河畔，鐵索橋是夏夜納涼的好去處，人們
三五成群，在晃晃悠悠的橋上或站或坐或
漫步，盡情地感受夜風的清涼。月下的汀
江格外美麗，此岸吊腳樓裏燈火通明，彼
岸青青翠竹，依依修簧。從鐵索橋上看汀
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景。上游河道寬
闊，有島嶼、有沙灘，河水猶如溫柔的女
子。而橋的下游河道變窄，波濤澎湃，河
水像性子粗獷的漢子。兩岸那奇形怪狀的
岩石，在朦朧的月光下顯得有幾分神秘。
不遠處的沙灘上，圍坐着一群年輕人，彈
奏着結他，唱着青春的歌謠。隱約傳來的
歌聲和笑聲瞬間淹沒在濤聲裏。
縱然時光已遠，沉入水中的小山村已有

20多年，但老家的山山水水仍歷歷在目：
春天，那條溪流盛開月季花；夏天，那座
鐵索橋晃悠着青春的夢想；秋天，那片田
野金燦燦的；冬天，那炊煙在屋頂裊裊升
起……無盡的思念，割捨不斷的情懷。想
念老家，想念回不去的水中故鄉，一行熱
淚枕濕了皎潔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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