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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澳门的邮票
□赵世琤 文/供图

我国发行的涉及澳门的邮票中，最先的一套是
1997 年 11 月 11 日发行的《澳门古迹》。这套邮
票共四枚，第一枚（图 1 ）描绘了澳门最古老的中
国式庙宇妈阁庙；第二枚（图 2 ）描绘的是位于
澳门半岛北部的莲峰庙；第三枚（图 3 ）描绘的
是共五层，全部雕刻和镶嵌融会了东西方建筑精粹
的大三巴牌坊；第四枚（图 4 ）描绘了松山灯塔
的外貌。

1998 年 12 月 12 日发行了《澳门建筑》。这
套邮票共四枚，第一枚（图 5 ）描绘了南湾楼
区；第二枚（图 6 ）描绘的是位于澳门半岛东南
部的友谊大桥；第三枚（图 7 ）描绘的是澳门运
动场；第四枚（图 8 ）描绘了 1995 年 11 月建成
的澳门国际机场。

根据中国和葡萄牙 1987 年签订的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
权，设立特别行政区。当天，我国发行了《澳门回
归祖国》纪念邮票一套。这套邮票共两枚，第一枚
（图 9 ）的正中间，画着《中葡联合声明》单行
本的封面；第二枚（图 10 ）的正中间画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单行本的封
面。

也是在 1999 年 12 月 20 日，发行了《澳门回
归祖国》小型张（图 11 ）。这枚金箔小型张的邮
资图里，有笑容满面的邓小平像和“一国两制”四个
大字；小型张的下半部分背景是澳门的高楼大厦，前
面是舞动着的一大群龙灯，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199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了《世纪交替 千年
更始——— 20 世纪回顾》纪念邮票的第八枚，图名
是《港澳回归》。

2009 年 10 月 1 日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邮票的第三枚，图名是《港
澳回归》。

2009 年 12 月 20 日发行了《澳门回归祖国十
周年》纪念邮票。这套邮票共三枚，第一枚（图 12）的
图名是《欢庆》，第二枚（图 13）的图名是《合作》，第
三枚（图 14）的图名是《繁荣》。

总长约 55 公里，连接香港、广东省珠海市、
澳门的港珠澳大桥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上午开
通，习近平主席出席开通仪式。为此，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了《港珠澳大桥》纪念邮票。这套
邮票共三枚，第一枚（图 15 ）描绘了大桥的主
体工程青州桥，邮票的前景中有澳门的地标性建
筑大三巴牌坊；第二枚描绘了位于港粤交界线内
地一侧的东人工岛；第三枚展现了港珠澳大桥中
创多项世界之最的海底隧道。

2019 年 9 月 26 日发行了《粤港澳大湾
区》特种邮票。这套邮票共三枚，第一枚的图名
是《国际科创中心》，画面中的无人机、粤澳中医
药产业园与港深创新科技园相互辉映；第二枚的
图名是《要素便捷流动》，画面中有三地的货币符
号元素，以展现大湾区更加国际化的建设宏图；第
三枚的图名是《优质生活圈》，画面中有粤剧、龙
舟、武术、舞狮等具有中华特色的文化元素，展现
大湾区以人为本，发展优质生活圈的形象。

2019 年 12 月 20 日，将发行《澳门回归祖
国二十周年》纪念邮票。据报道这套邮票共三
枚，重点展现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澳
门社会整体进步、人民生活幸福、经济多元发展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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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花开时
——— 忆区振声医生往事

□昭宪

区振声，（ 1891-1965 ）字作之，祖籍广
东高明，先人名超，乾隆年间入广西平乐县源头
务农、经商几十年，创下殷实家业。区姓人家，
家内广东话，家外桂柳话，以双语生活在当地。
由于族亲之源，少年的区振声被送广州名校培正
中学读书，青年时国势衰败，民不聊生，根据个
人学医济世的志向，宣统三年(1911 年)元月考进
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堂(即今协和医学院前身)，
1916 年获博士学位。是桂林锡安医院创建人之
一，桂林工人医院原院长（现桂林第二人民医
院）。在桂林从医多年，百姓口碑很好，是桂林
早期著名西医。

桂林以多桂树成林而得名，秦始皇统一中国
时设置桂林郡。南国名花——— 桂花花开于秋季，
清淡姿雅，绽放绿叶间，繁花满枝，凉风微拂，
花蕊遍地，清香溢出，幽香天外，其香味上达灵
魂，下浸心扉。

桂花飘香来，风吹撒满地，
疑是地上泥，不忍清扫去。

无论是霞光映照江水，还是云雾缭绕山峰，
漓江两岸的风光总是那么秀丽多彩，清香怡人，
好似仙家胜境。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
传单飘落在黄牛岭的山林中。过了几天，急促地
报信的人把“桂林已光复！”的好消息传到了夏
程村塞闭的大山里，人们欢呼着，跳跃着。那
日，天空忽然大雨，此时此刻丽山秀水像祖国的
河山一样与颤抖的心灵相通，止不住满腔的艰辛
与激动的泪水流淌着。

自桂林沦陷后，全城被战火焚毁。区家与李
家、覃家三家结伴逃难，拖家带口三十多号人，
携老扶幼，风餐露宿，流浪于蒙山、昭平山林乡
里，数次躲过日军部队袭扰。

两个沦落谷野的“落草人”，吃着善良的农民送
来的红薯、芋头，滋养着骨子里幽默、诙谐、坚毅的
特质，站在高高的山上，傲视日本小鬼子的方向，满

怀“长缨在手束苍龙”，杀尽“贼寇”卫国家的心绪。
八年抗战，日本投降，胜利的喜悦浸染在大

地上。 1946 年夏，区家与李家、覃家这三个家
庭像所有中国传统家庭一样，收拾一身的疲惫，
努力维系着家族的前程和命运。男人拱手行礼，
分别在大道路口上，妇孺亲朋泪眼婆娑，挥手告
别，彼此默默地为对方的亲人祈祷，祝福在前方
谋生的道路上一路平安，珍重。

日本人被打败了，流离失所的日子结束了，
路人皆是祥和的笑容。

蓝天白云，山峰连绵，微风轻徐，河水弯
绕，浪花飞溅，满眼开宽的江面，让在帆船上的
区振声医生心情特别舒坦，荒乱战时结束，应广
州堂叔邀请，在广州西关繁华地段，置下房产一
栋小洋楼，面积宽大，安排二楼供家眷起居，一
层开医馆就诊营业，可以让孩子们过上心心念念
的安稳生活了。

舟船航行数里，“区作之医生！请等一等！停
船，请靠岸！”只见江岸上奔驰快马一匹，马背上的
人不停地挥手示意，急呼着区振声医生的名号。

信使敬礼，递上一封信函，是一封请求协助信。
区作之医生：钧鉴。自日本投降后，我难民众

陆续返城，由于日军烧杀掳掠，残暴轰炸，城邑俱
毁，资源殆尽，近期突暴瘟疫，疫情死亡者众，病者
危在旦夕，情况紧急。特告之医生，希望医生能从
速返桂，协助控制疫情。盼望，切切！

这是一封意外的来信，是封性命攸关的召唤

书！区振声医生顿感使命在血液里涌动，前面是
广州的好日子，后面是桂林的苦难声，尽管心中
还有许多牵挂，但医生心中职业天职的诺言，毅
然决然地对信使说：先生抬爱了！好，敬请转
告，我愿意，我们马上回去！

斩钉截铁高声地对船工说：调转船头，回桂
林，广州我们不去了！这突变的人生拐点，意味
着桂林将是自己一生的归宿。广州啊！你我河两
岸，永隔一江水。

他对家人说道：人生不能为了钱财和自己而
活着，多取毫厘无孝敬，少灾平安真慈义，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医生本分就是治病救人。

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刚结束，区振声医生良
知清醒，灾民有难，绝不能置身事外。他义无反
顾地放弃了大都市荣华富贵，赶赴遭日寇蹂躏伤
害遗下的“苦海”，做人要坚守诚信，“天之道也，人
之道也”，这种信念的道路是不可背叛的。

返航浪花飞，归心好似箭。忧伤的桂林啊！
我愿意用一生来守护你。

区振声医生回到桂林，眼见城中处处是残垣
断壁，尸首横跨，黑烟四起，臭气弥漫，无声死
静的惨状，医院已被日军飞机两度轰炸炸毁。

苍天在上，没有居所，住进山崖，没有医院，搬
进山崖。区振声医生选址花桥龙隐岩，开展救灾工
作。龙隐岩洞内平坦宽阔，洞外流水潺潺，依山傍
水景致如画，是历代文人墨客，挥毫吟诗，饮酒畅
怀的仙境。此时，龙隐岩成了忙忙碌碌、出出进进

的急救中心。洞中火泛红光，半夜熬药又喝汤，喝
一口漓江水，老乡之间情谊长。

区振声医生一生关爱病人，以医心暖人心的
故事很多。区振声医生像其他医生一样，在行医
生涯中总会遇上各种各样的病人。但历史让他用
医生身份温暖了特殊的“假病人”，确实超出了
想象太多。据区家家中流传和单位档案旁证，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抓捕屠杀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一
天，往日谈笑风生的青年陈此生突然进到医院，
找到区振声医生，急匆匆地说：作之兄长，有特
务追我，快帮我躲起来。区振声医生平日举止精
致儒雅，此时机智勇敢，用医生熟练的动作，赶
紧把他推上病床，急忙罩上病床上的床单，装成
病人，自己拟查房看病。后面几个人紧跟进来
问，医生，刚才那个人呢？！空气凝固，沉着镇
定，任何一个细微的纰漏，都能瞬间招来杀身之
祸。

区振声医生事后又冒着危险，将这位好友带
回家躲了三天。

毫不迟疑地救陈此生的传说和档案很简单，
事件经过充分展示了区振声医生善良的医者心，
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沉重又动荡社会中遇事果
敢、冷静的品格，是他内心充满爱心的真实写
照。（陈此生， 1900-1978，广西贵县人，先后
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任教。新中国
成立后，先后任民革广西大学第一任主委，民革

广西区委第一届主委，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
席、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
辑，民革中央副主席。）

张美美前辈在她写的文章中记载：
“ 1916 年,区振声医生来到桂林行医。区医
生开办的医院妇产科和后来开业的私人妇产医
院,有专攻助产专业的姐姐(区洁清)和夫人张
文妍两人作为得力助手,以及其他热心的西医
梁永卓、徐宝文等的协助,他们大力推广‘西
法接生’,并且还培训了绰号‘樊梨花’等一
批老接生婆,传授科学知识,用消毒的药水及工
具为产妇实行新法接生。可以说,40 多年来,
区医生等人对桂林城镇一带妇婴保健做出了巨
大贡献,成为全国早年推行新法接生的前辈人
物之一。相当大部分妇女和婴儿的生命得到了
挽救。抗战时期,区医生的诊所搬到对河东江,
先是在月牙山下的东灵街租房,后来在桂花园
建房,为了防备轰炸,甚至将产妇抬进附近岩洞
里接生。据说,但凡区医生夫妇上街,总会遇到
一些曾是他们亲手接生过的小孩和已长大的
人,都会说‘我是你们接生的’，彼此相谈甚
欢。”

张美美前辈在她写的文章中介绍：区医生
从清朝统治期间接受西方文化和新思想,医术
高明,医德甚好,他实心实意为病人着想的言
行,深获桂林各阶层人士的敬重爱戴。他的家
庭和谐,堪称模范,是当时五大家庭之首(其余
四家为李圆善、唐敬轩、谭洁贞、李朝湘)。

叠彩路上的锡安医院位于漓江之畔，背靠
叠彩山，汇聚着人的精气、山的名气和水的灵
气，与日月相辉的桂林山水，总是一片美妙的
景象。区振声医生的一生，人品高尚，刚柔兼
具，医术精湛，他个人丰富的故事与桂林历史
文化和国家的命运有着紧密的关系。

难忘青山云雾绕，美丽江水波荡漾，
山水披霞醉孤舟，归时还拂桂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