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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客醺人

返步奉和逸峰兄
《一剪梅‧饒舌隨緣》

暢飲尋詩一生緣。遊手偷閑，嬉戲塵寰。
千般世事棄雲端。醉寫專欄，清者旁觀。

酒勁悠長細水潺。斗量驚猿，樂此情殷。
醺來饒舌說微涓。演唱蹣跚，不見維艱！

原玉《一剪梅‧饒舌隨緣》/逸峰

景緻迷人世道艱。步伐蹣跚，汗水涓涓。
芳花皓月縱情殷。意馬心猿，逝水潺潺。

矚遠登高鍛達觀。絕谷憑欄，取向維端。
凌霄迷夢歎星寰。惰性貪閑，饒舌隨緣。

政策不宜朝令夕改
呂宋島封鎖至今已經4

個多月，對經濟和民生的影
響大家有目共睹，為了這場
新冠肺炎疫情，政府靠借錢
渡日，民眾同樣也靠著救濟
和微薄儲蓄過活，很多人家
門也不敢踏出，身邊親友染

疫不治的消息頻頻傳來。難怪有國際媒體將
這場抗疫之戰比喻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事實證明，政府如果能有效管理有助
於控制疫情再次爆發，中國在這次抗疫之戰
中是世界的表率和楷模，其抗疫經驗值得各
國學習。

可惜西方很多國家都堅持他們陳年腐朽
的意識形態，仍不願拋棄冷戰思維，戴著有
色眼鏡看中國，除了對中國的抗疫努力冷嘲
熱諷之外，還不斷進行抹黑和污衊。

話說回來，杜特地政府這次的抗疫表現
毀譽參半。菲律濱是最早宣佈封鎖的國家之
一，也最先宣佈各種防疫措施，鼓勵民眾戴
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衛生部在每
日下午的網上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都不厭
其煩、苦口婆心地呼籲民眾遵守各種防護措
施，確實我們也看到了很多店家雖然已經恢
復營業，但有做足防護，進門前測體溫，雙
手噴消毒水或酒精，不戴口罩不允許入內，
以及限制進入商店人數等等。這些都有助於
防止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

在3月至5月期間，政府也給民眾分發了
現金和糧食補助，雖然不是很完美，但已經
做到了很多國家沒做到的地步，這一點值得
我們讚賞。

可惜的是部分官員無能至極，對所公佈
的政策朝令夕改，讓民眾無所適從。有些政
策更可用「愚蠢」來形容。譬如規定摩托車
只能夫妻或同居伴侶共乘，而且兩人之間必
須有塑膠隔板。

這個政策原本是為了杜絕病毒通過陌生

人傳播，原本是無可厚非，但夫妻和同居伴
侶原本就是住在一起，乘車外出使用塑膠隔
板，但回家後仍然同榻而臥，這個政策不但
形同虛設，而且還勞民傷財。有人形容這個
措施是「脫褲放屁」，多此一舉。

另外，政府宣佈政策口徑不統一，各級
官員各說各話，往往一個部門公佈了，又被
另一個部門否定，最終要由總統府再澄清一
次，這種情況從3月份到現在從未停止過，
因此社交媒體上謠言滿天飛。最近一次是總
統發言人羅計宣佈，外出必須戴面罩，過了
幾個小時又撤回自己的言論，澄清說是「建
議或鼓勵」戴面罩。但一些商家拿了較早的
新聞截圖，在網上大肆宣傳兜售面罩。

從政策三天兩頭在改變，可看出政府對
新冠肺炎疫情有點無所適從。就在杜特地總
統宣佈大岷區和宿務繼續實施一般社區隔離
（GCQ）之後，國內各大醫學會罕見發表聯
合聲明，要求政府重新封城，杜特地總統當
即指示跨機構工作組連夜開會討論，至筆者
撰寫本欄時，政府還未公佈結果。但相信不
會改變最初的決定，而是實施局部地區或個
別城市封鎖。

但從總統的指示可看出，在決定繼續實
施GCQ之前，政府內閣自己開會討論，並沒
有詢問醫學界的意見，導致政策公佈後，又
要連夜開會討論，搞得人心惶惶。而衛生部
長杜計雖然有醫生執照，但畢生從未行醫，
多年來一直擔任行政管理工作，他的判斷不
一定準確。

政策是嚴謹的，政府在頒布一項新政策
之前，應該多方考慮，積極諮詢受影響的業
界和專業人士，而不是拿民眾當「白老鼠」
來實驗。總統發言人羅計就曾說，大岷區是
「活生生的試驗區」，作為無權無勢的老百
姓，我們除了當政府的「白老鼠」，還能怎
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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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先衛

關於大宏村的一首敘事詩
（一）

                              山路十八彎，回家是一道繞不過的坎
                              走累了忍不住歇下來，風雨交加中
                              蹲在刺槐樹下躲避風雨，在毒辣的
                              太陽底下捧一口山泉水。青黃不接時
                              有人繼續留在土裡刨食，有人遊走於
                              他鄉，餓了倦了把它當成客棧也好，
                              當成搖籃也好，我們在山村的懷抱裡
                              蹦跳唱歌。後來有了皮鞋廠，生產出
                              一雙雙老人頭。接著村子有了議事的
                              村部，開始有人在台上唾沫飛濺，也
                              有人在台下直流涎水。反正山頂不會
                              長高小溪也不會發洪水，反正山道
                              也不會太平整，反正太陽東邊升夕陽
                              西邊落，反正人吃的是五穀雜糧
                              現在，大宏村被輕輕抹去了地名，
                              村莊只有老人和孩子，和一棟遺棄
                              的兩層舊磚房子。村部門前那根
                              高高的旗桿上，空中早已不見那面
                              飄揚的五星紅旗。孤獨的老家在深夜
                              總有靈魂撕裂開來的聲音，折磨著
                              牙齒嚙咬著骨髓

（二）
                              在2016年年底，年關將近的寒冬臘月
                              村莊患上了可怕的疑難雜症，像得了
                              一場瘟疫迅速漫延...人心幾乎被染黑，
                              根本沒有良方醫治。月黑風高夜，
                              沒有誰知道會有誰，戴一副假面具
                              神出鬼沒，狗的狂吠讓寒風更加
                              刺骨；死寂的鄉村陷入恐慌，更加
                              驚惶失措。只有白天打開窗子說亮話
                              山還是那座山，池塘裡戲水的雞鴨
                              關進籠子後一夜失蹤，這實在算不上
                              新聞。有人氣憤小偷不幸擒走了老人
                              80多只肉雞，50多位老鄉義憤填膺，
                              聯手救助了這位可憐老人，他是一個
                              癌症病人，大家的捐款善舉走上了
                              網絡頭條，然後又走上了湖南日報
                              沒想到頭一回，大宏風光地
                              走上了鄉村的雞年春晚

施文志

沉默陳說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早上，千島詩

社社長仲煌老弟「語音」說老詩人陳默走
了，享壽八十高齡。陳默（陳奉輝）是千
島詩社發起人之一，詩社的決策委員。

雖然陳默是土生土長的華僑，他對
故國的鄉愁卻有《鄉愁三喻》。一、鄉愁
靜靜躺在白蘭地杯中，不妨輕輕摩挲，緩
緩搖動，讓久釀的香氣漾漾，啜一小口
吧，讓唐山從喉嚨滑入，暖和一下騷動的
思緒，可不要，千萬不要，一口飲盡，把
那易燃的腸燒斷。二、只能想像，不能看
見，只能聽到，不能感到，只能說說，不
能做到，只能自怨，不能解愁，只因自
己，還在懷鄉。三、鄉愁，是淪落人，口
渴時，想喝又不想喝，越喝越渴，又不得
不喝的，海水。

陳默的「鄉愁」是生在海外的中國
人的另類鄉愁，然而他對《祖國》的認同

是：童年，祖國是個選擇題，中國在上
午，菲律濱在下午，無論怎樣思考，總是
無從選擇。老來，祖國是蹺蹺板，中國在
那一端，菲律濱在這一端，無論坐上那
裡，總是重重地摔下。

生長在菲律濱的陳默，據我所知至今
仍然保持著華僑身份，他的《祖國》詩中
道盡了華僑的對「國家」的感受，一種兩
難的選擇。

陳默的《水的傳說》：一滴水，從
天上掉下來是雨水，流到河裡是河水，蓄
在水庫，放出來的卻是自來水。兄弟啊兄
弟，你水滴般地流，到大陸被稱為番客，
到台灣被叫做華僑，入了菲律濱籍的容
器，卻被看作中國人。淚水啊淚水，你是
淚還是水。

陳默道盡菲律濱華僑，特別是土生土
長的華僑在華僑史冊上的無奈。

陳默生於斯，長於斯。斯人已雲亡。
謹以《沉默陳說》——悼詩人陳默：煙雲
過眼/酒有別腸/沉默陳說//抽一支煙要怎麼
樣的語言/喝一杯酒要怎麼樣的技巧/一生仍
執著要怎麼樣寫詩//詩觀東西不南北/觀詩喜
怒不哀樂/詩如春夏與秋冬//你的意象形象/
我們的回憶裡/沒有詩的代溝//沉默陳說/千
島詩社/你是最愛

謝如意

回歸啟蒙階段管窺人與房
人生許多溝壑許

多坎，原來不是自然
的，而是來自人心中的
狂幻；人世中的許多艱
難，原來不是源於不明
複雜深刻的道理，而是
源於不明那些簡簡單

單。
房子，是供人住的吧。可是，當

人間妖魔一做夢而把房子魔幻化後，
商品房就變成了整人的行當。

妖魔整人靠兩隻獠牙，即投機弄
權與知法犯法。

啥叫投機弄權知法犯法？毛澤東
時代會打擊投機倒把，那是指做生意
的經過幾次轉手把價格飆高，在投機
中賺錢，在商人投機倒把中加重人民
不必要的經濟負擔和精神負擔。

毛澤東時代嚴厲打擊這種投機倒
把，嚴加維持物價穩定，所以儘管當
時經濟基礎薄弱，但是市場管理秩序
井然，投機商販沒有市場，只好乖乖
去幹實在的事賺錢，不能混。

後來妖魔搞了個「全民皆商」，
甚至是連官也做「官商」了。不是一
般的經商，而是當奸商。「官商」
最典型的「理論」就是「一切向錢
看」、最典型的行徑就是「化公為
私」：一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國的
企業，首先在「官商」弄權後知法
犯法這兩顆「獠牙」的穿刺下「中
招」，在什麼「拍賣」、「承包」的
幌子下，公章一蓋，轉手得不義之
財；所有制「轉型」，讓發國難財落
袋「富起來」。

由此孽生的新興的資產階級和
新奴隸同時「呱呱落地」，曾經「站
起來」的被打得「趴下去」了；曾經
被打倒的，忽然間「青雲直上」了，
社會在官商的投機弄權和知法犯法的
「二次革命」中「變天」了！

形形色色的「還鄉團」重新把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拖回黑
暗，「一夜回到解放前」是他們彈
冠相慶的「官方禮節」。一手遮天把
商品房變成整人的工具就是他們建立
「特色」「政績」的空前絕後的手
段：

房子越建越多多如牛毛，價格越
飆越高高似「天價」。不須自己動手
建房子的官商們仰面朝天躺在堂皇富
麗的辦公桌上，隨口輕輕一張就是房
價「扶搖直上」；作為「代理人」和
「皮條客」的房地產商人和銀行，就
成了與官商成「三角關係」狼狽為奸
謀暴力的小集團：官商在後台出喪盡
天良逆天害人的「症策」「搭台」、
房地產商投其所好揮金如土粉墨登場
贏得在前台「唱戲」、銀行在官商與

房地產商這「兩片」的夾縫裡，鬼鬼
祟祟定「契約」，偷偷摸摸求生存，
那「契約」一次性地讓房地產商收回
暴利，銀行得到平時每月向房貸戶收
回「還貸」的特權。廣大辛辛苦苦勞
動在建房一線的人們，成了地地道道
的「房奴」，服服帖帖有直接間接地
向這「三角關係」履行「還債」的
「義務」。

就這樣，這些不用親自建房的官
商、房地產商、銀行則穩穩當當地當
廣大民眾的「債權人」，終日「高高
在上」地搾取「民脂民膏」而習以為
常。這樣，以商品房整人的孽障「事
業」就這樣「興旺」了：

官商繼續靠印鈔維持「天價」
房，寧可房子讓蚊子住「庫存」著，
決不肯回歸正常價、又靠下令降低儲
蓄利息來「殺貧濟富」扶持房地產
商，把弄權的獠牙磨得亮亮的、將吃
人骨肉的聲音弄得響響的、把借房整
人的戲台搭得「滿滿當當」的！

房地產商為此歡聲載道、銀行因
此得以鈔票周轉，人民被拔毛剔骨叫
苦連天！

這就是滅絕人性、喪盡天良的官
商導演的一幕以商品房整人的悲劇，
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唱響了空
前絕後的狂賣土地、富養內奸、生吞
人民的「大合唱」！

唱得山河變色而嗚咽，唱得「妖
霧又重來」。

人間「巨鱷」在演「雙簧」進
行「大合唱」，我們犯得著去趕這個
「熱鬧」去為他們「圓場」嗎？本來
不該去，可是偏偏有一大批人云亦云
隨波逐流的人們跟著一聲聲叫嚷蜂擁
而上，哪怕擁擠掉得連內褲都掉了一
絲不苟「窮得響叮噹」也還在自鳴得
意地算著自己手頭擁有多少「房」。
甚至連找對象那人好壞都放棄一邊，
只管問「有沒有房」。這使得全國一
派為房癲狂、為房癡呆、為房不將自
己當人看成為「新常態」，你說這是
不是都想上精神病病院的「節奏」
呢？

其實啊，真是到了「這個份上」
就病入膏肓沒指望了，即使不是病入
膏肓，你顧得上為房瘋狂甩錢就沒有
錢為自己治病了！最好的結局是：雙
眼一閉離開人間，只留下這世間的
「屠宰場」讓「吃貨」繼續貪婪無厭
地「吃」著、讓有些「看客」暫時看
著。

回歸啟蒙階段管窺人與房，愚笨
至極「最差」的我幸或不幸地看到這
些，莫怪我可能玷污了大方之家的法
眼喔！

寫於2020年7月20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