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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志 老頑童

詩誌（五）

《戴口罩》

        戴口罩已是常態
        預防病毒與人心

        人心本原
        喜怒憂懼愛惡欲

        戴口罩不是原罪
        不需預防放不下

        原本人心
        斷離捨矣

《解放菌》

地球生病了
人人被隔離

人人是專家
學說醫學論

無形的戰爭
解放病毒菌

人人被解放
勝利於無形

《七七冥思》
萬里江山八載輸，天生我腿退長途。（註一）
花旗武器靈光短，衛國將軍派系殊。（註二）
安內在行親者痛，皖南英勇裕仁愉。（註三）

                   追懷七七蘆溝月，敢笑光頭不丈夫！

註一：國民黨御用《中央社》丑表
功，拚命宣揚八年（從1937七七事變算
起）抗戰最後「勝利！」，並歸功於「偉
大」的「領袖」……事實上遠在公佈全
面抗戰之前，1931九一八事變時，「偉大
領袖」頒發「不抵抗」的命令，白白斷送
東北以來，他手中控制的「正規軍」遵奉
「保持實力」的「英明戰略」節節敗退，
從蘆溝橋到淞滬、南京、武漢……一路逃
到重慶挨轟炸！等到美國兩顆原子彈炸垮
小日本，他卻帶個留洋高級交際草，抱著
羅斯福、邱吉爾、杜魯門的大腿，擺起一
副勝利者架勢！

註二：美式精良裝備的「正規軍」
節節敗退，我大好河山幸虧有一群鬥志高
昂的愛國地方將士部隊，像劉湘的川軍、
雲南龍雲、盧漢的滇軍、中共的八路軍、
新四軍……給予侵犯的野獸日寇致命的反
擊。他們一面抵抗小日本的槍炮刺刀，一
面還須要提防「英明領袖」借抗戰削弱
「雜牌軍隊」的陰謀鬼計；例如國民黨有
名的「向後轉，跑步走」將軍湯恩伯（駐
紮豫省時，軍紀敗壞，人民稱為『水旱蝗
湯，河南四荒』！）兩次跟友軍約好共同

防衛，等鬼子一來，他跑得比兔子還快，
慘害川軍、滇軍傷亡纍纍……！

註三：1941年，抗戰方殷，蔣光頭
嫡系的七、八個師，一共八萬多名「官
兵」，放著日寇不抵抗，卻在安徽南
部突襲（蔣對共的拿手「絕技」，1926
「四一二」清黨、隨後幾次「圍剿」，以
眾凌寡，尚且「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難怪「偉大」！）葉挺、項英的新四軍
九千人，以十比一兵力，尚且血戰七天，
才消滅其中七千多人，史稱「皖南慘
案」。周恩來在《新華日報》悼輓：『千
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
急！』這次屠殺歷史白紙黑字記載。但直
到近代還有無恥文痞妖言惑眾，長篇大論
說是毛潤之借國民黨排除異己，想替蔣介
石脫罪！就事論事：老毛「湖南驢子」個
性，鬥起來實在兇得很，有時出師有名
堂，像反圍剿、抗日、1945內戰，有時也
犯錯誤，像文化大革命……但無論如何，
卑鄙手段也許是老蔣的專長，卻絕對不是
老毛的作風！退一萬步說，老蔣憑什麼要
聽老毛支使？文痞不但品格低劣，連造謠
的本事也粗糙不堪！

李秀恆

國安立法敲山震虎
全國人大常委會28日起

一連三日在北京召開會議，
審議被稱為「港版國安法」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
案》（下稱﹕「草案」）。
其後「草案」於30日獲出

席常委會會議的162名人大常委全票通過，
將會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即時實施，
特區政府亦立即刊憲，並公開全部法律條
文。筆者認為，中央此次果斷制定「港版
國安法」，為香港的止暴制亂提供了立干
見影的效果。

事實上，自從人大推動「港版國安
法」立法的消息傳出後，本港反對派政客
及激進亂港分子的囂張氣焰已出現明顯轉
變，不僅無法再策劃大規模暴力示威活
動，部分反對派議員更急忙與「黑暴」割
席，亦有些曾經極力反對23條立法及呼籲美
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的亂港政客，有的公
開表態支持23條立法，亦有的宣佈退出政
壇。「港版國安法」還未出台，已產生敲
山震虎的作用。由此可見，未來特區政府
只要落實「港版國安法」賦予的權力，好
好執法，必定可以令香港社會秩序迅速回
歸正常。

政客紛找下台階
其實，在人大法工委公佈包括將在

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以及行政長
官將指定法官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等
「港版國安法」細節後，大部分反對派政
客已經被中央的決心所震懾，紛紛尋找逃
避亂港責任的下台階。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早前在接受
外國媒體訪問時宣稱，自己一向堅定支持
「一國兩制」，並支持特區政府為《基本
法》第23條立法云云；曾經鼓吹「暴力可
解決問題」、「留案底的人生更精彩」及
「違法達義」的梁家傑、楊岳橋和戴耀廷
等人，亦一改往年在「七‧一」前四處奔
走，煽動民眾上街抗爭的作風，反而刻意
減少曝光次數；朱凱迪在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審議向海洋公園撥款時，以「黑暴」
來稱呼曾經被他稱為「手足」的「黑衣
人」，直言海洋公園的財困是受「黑暴」
影響；至於一直不甘寂寞的陳方安生，也

不敢再公然呼籲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還以「年事已高」為由，宣佈將從「公民
及政治工作退下來」。

要知道，當年若沒有這些反對派政
客攪局，特區政府早在十多年前已就國家
安全立法，根本不需要拖到今天由人大出
手。從這些「攪局者」前後矛盾的言論，
以及急於與亂港暴徒劃清界線的態度也可
以看出，他們害怕在「港版國安法」立法
後會被追究責任，所以急急轉口風，以求
自保。

可笑的是，仍有部分冥頑不靈的反
對派政客，以為還有機會阻止立法，意圖
以「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不符合《基本
法》」及「特首無權指定法官」為由，煽
動支持者上街鬧事，但他們力推的「反國
安法罷工罷課公投」和「反立法遊行」，
均以失敗告終，可見其亂港所為已盡失人
心。

有國安才有港安
事實上，在港設立專門維護國家安全

的部門早有先例可循。當年港英政府便在
警察的體系內設立了由英國軍情五處直接
指揮的「政治部」，專職負責收集情報，
並有權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監控、關押及
處理任何可能危及到英國政府對香港管治
權力的人士。英國軍情五處更多次對「政
治部」進行大規模擴張，在回歸前「政治
部」的人手更一度大增至約二千人。其
後，英國政府在要求所有「政治部」人員
簽署終生保密協議，並給予居英權後，將
「政治部」解散，令特區政府在回歸後一
直缺少專門收集情報及監控企圖顛覆國家
行為的部門。

到了今天，缺少情報及監控部門的各
種負面影響接連出現，令香港成為國家安
全的一個隱患。所以，在「港版國安法」
立法後，特區政府除在行政和司法方面要
配合國安法的要求外，亦須給予負責維護
國家安全的部門更多執法權力。這樣才能
令執法部門有效地掌握反中亂港者的資料
及其背後人際網絡，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扼殺於萌芽階段，還香港一個安定環
境。只有這樣，「一國兩制」才能夠在香
港行穩致遠。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阿占

滴血的傷口
七月二日，俄羅斯駐

中國大使館在中國的新浪官
方微博上以中文發帖，慶祝
海參威被變成「符拉迪沃斯
托克」一百六十週年紀念，
這種公然在傷口上撒鹽的行
為，不知道中國政府與人民

如何看待？或許他們都已經忘記了這個刻
骨之痛，但是，歷史是永遠存在的，就讓
我們把它掀開來看看。

公元1858年，清朝咸豐八年，清政府
備受太平天國與英法聯軍的打擊，俄國沙
皇亦乘機插上一腳，從背後捅刀，為英法
聯軍作開路部隊，帶領英法艦隊攻下大沽
口，直取天津。清朝庭急派欽差大臣赴天
津談判，5月間俄國趁機以武力威脅清庭，
迫其簽下《中俄瑗琿條約》，割去中國黑
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大片領土，先
在聯軍之前就嚐了甜頭。清庭於6月與英法
聯軍簽訂《天津條約》，11月又於上海簽
訂了與各國的通商條例，但是清庭在簽署
之後並不準備實行，只是敷衍塞責。

1859年英法聯軍再度派出艦隊耒犯，
6月突襲大沽口，怎知被清軍奮力擊退，
艦隊受創無功折回。1860年英法聯軍重整

旗鼓再度來侵，攻下大沽，佔據天津，9
月揮軍直迫北京，咸豐皇帝匆促出逃熱
河，留下恭親王收拾殘局。10月北京失
陷，圓明園被焚掠，恭親王被迫簽下《北
京條約》，並追認《天津條約》。這時
候，沙俄攻府又再次分一杯羹，迫使清
庭簽下《中俄北京條約》，又割去烏蘇
里江以東，包括庫頁島等在內的大片領
土，使得海參崴這樣的優質出海港口也
被拱手送人，這些被沙俄掠奪的領土共計
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約佔現今全國領
土面積的六分之一，相當於四十個台灣，
一千五百個香港，而且令吉林省與黑龍江
省失去了出海的港口，變成內陸省份，失
去了天然的海港優勢。

歷史就是歷史，永遠都擺在那裡，也
永遠都擅改不了，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
知道這段歷史，我們都在咒罵英法八國聯
軍的時候，請看看誰對我們的傷害最大，
英法等國對我們領土的分割或租借，至今
都已清還、完璧歸回了，唯獨那一大片廣
闊無邊的、與我們邊境延綿相連的國土，
猶被隔絕在我們遙遠的視野之外，海參
崴，這個優美的名字，永遠是中國人心口
上的痛！

柯強

相互扶持　度過難關
菲國新冠病毒爆發初

始，至今已四個月之久，現
已將封城強制社區隔離過度
到普通社區隔離。絕大部分
企業政府已允許復工復產，
商業也可重啟。但每日衛生
部疫情報告，確診人數數字

成倍飆升，令人膽驚心顫，實際情況你我模
糊。從良心的角度而言，明白和理解才是現
實的回歸。因從國家層面考慮確實是情理之
中，抗擊疫情和保民生等同重要。

國情的客觀現實，誰都無法否認，理
解與包容也是彼此必須的同識。菲國政府和
工商業者同在一艘船上，誰也脫離不了誰，
同舟共濟是共同的使命。

回過頭來看看工商業者重開之後的現
實情況，深感涕零和愧疚。市場的低迷史無
前例，商店的銷售在幾千元徘徊，甚至不開
市也時有的事，面對諸多的付費和租金，真
是既冒風險又做蝕本生意。工廠生產雖可大
展拳腳，可銷售成為瓶頸，不平衡的產銷已
成為裁員保生存的唯一選擇，社會的惡性循
環已成企業與商家承受不起的癥結。

這不是危言聳聽，是事實勝於雄辯的
現實。也是政府不能忽略的事實，同時也
是政府必須考慮，權衡和全面評估利弊之急
需。調整策略，制定切實可行的優撫政策，
這是首要任務。不要抱有僥倖的心理，翻船
不是誰都承受得了的結果。

這次世紀疫情比1929一1939這十年大蕭
條還嚴重，衝擊力度甚至超過二戰。菲政府
應在這客觀上與工商業協調與合作，而不能
把工商業者當成替代品和犧牲者，這是共同
應對世紀大危機的重頭戲。

總之，抗擊疫情和保民生有機地結

合，是政府智慧的決定性選擇。如果疫情不
完不了，鋼鐵長城也會倒，如果把財政責任
轉嫁於工商業身上，民生崩塌，工商者也要
跑路。但希望這不要成為歷史的畫卷。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包容性
與現實性的有機結合，才是處理危機和度過
危機的根本。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而
且是必須應盡的職責。才有可能把抗擊疫情
和保民生的雙重任務完美結合，才能為普羅
大眾艱辛的生存度過危機。

菲華社會是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經濟
緊密相連，如同產業鏈，依存度極其高，為
嚴防骨牌效應，華人社會應相互理解，相互
關注，彼此包容和相互扶持。特別在這非常
時期更應特殊因應，彼此損失一定利益是客
觀的現實。此仁風義舉務必要成為華社的共
鳴。不然不是單方面的損失，損失的是你，
我，他的共同利益。

在這共克時艱的關鍵時刻，相互幫
扶，減輕彼此的負擔，應成為華社經濟體共
同利益的首選任務，分享減負紅利是華社共
同利益維持的堅實基石。謹此，減租金，降
利率，減稅收等等。這是激活工商業者的生
存空間，是華社經濟體度過難關，砥礪前行
的基本保障，願換位思考和合作共贏成為華
社共識。

期盼政府釋放政策紅利，扶持工商業
者。政企合作是共度難關唯一的選擇，別無
他法。為了菲國的未來，彼此唯一的義務是
盡責盡力！這是工商業者無法推托責任的苦
衷，也是工商業者義不容辭和身不由己的真
實寫照。

理解，包容，支持，合作，共贏才是
菲律濱戰勝疫情，緩解民生難題，度過危
機，走向正常生活秩序的有力保證。

鍾藝

君子與小人
2020年6月28日晚，

台灣中國國民黨「「立
法院」黨團突襲佔領
「立法院」議場。在議
場內噴寫標語，反對蔡
英文提名陳菊為「監察
院」的新任院長，以及
整份委員名單多為民進
黨人。蓋「陳菊在高雄

執政12年期間，其市府團隊遭到『監察院』
調查58票，糾正案30票、彈劾案3案，清
廉、公正形象將蕩然無存。」（海外網6月
29日電）而以民進黨藉立委佔多數的「立法
院」將於29日上午召開臨時會議，表決通過
該人事案。

民進黨迅速作出反應，令院方關閉水
電。待29日上午，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在
院長游錫堃的率領下，以暴力冲破國民黨所
設的防線，用優勢的人數把國民黨立委一個
個「架」出議場，致國民黨的今回抗爭宣告
失敗，前後歷經二十小時。

消息轟動國際，正是：「好事不出
門，丑事傳千里。」

對於中國國民黨今次出人意料之外的
舉動，台灣各界人士反應不一，褒貶皆有，
許多人表示支持，緣由看不慣民進黨執政以
後的「鴨霸」!

畢竟台、菲兩地遠隔千山萬水，乍聞
之下，筆者沒有那麼激動。首先想到的，却
是孔夫子的名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這句話。不容易解釋，在中國大陸，
它曾屢遭痛批，「文革」與「改革開放」兩
個時期，均遭攻擊：「重義輕利」。

何謂：「君子」和「小人」？也許，
閣下會說：「品格高尚的叫君子，品格卑鄙
的人叫小人。」這個答案，只說對了一半。
因為《左傳》中說：「君子勤禮，小人盡
力」及「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
也。」清代樸學家焦循也曾指出：「貴而在
上，自王公以至令長，皆君子也；賤在下，
農工商費，皆小人也。」照古人的說法，君
子同小人的區別，原先指的是社會分工上的
差異，繼演變為社會地位上的差異，再演變

為人品上的差異。
「貴而在上，自王公以至令長，

皆君子也。」蔡英文及民進黨今已分
別為「總統」及「執政黨」，不可謂
不「貴」。然而，瞧彼等之言行，
哪有半點「君子」之風？胡搞「台
獨」，數典忘宗；逼害異己，心狠手
辣，不擇手段，謀圖私利，是真「小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