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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騰輝先生千古
騰龍躍虎憑雙手
輝月光星過一生

陽/ 弄潮兒 敬輓

騰魂他國去
輝筆異鄉留

陽/莊紫棟敬輓

騰雲駕鶴西遊去
輝煌文章千古留

陽/黃種酷敬挽

祈 願
柯強

菲 律 賓 疫 情 初 始 ， 封
城 ， 強 制 社 區 隔 離 接 踵 而
來。沒經歷過傳染病毒疫情
的華社同胞反應非常劇烈，
驚恐萬分，其實這是人之常
情，也是情理之中。病毒沒
標籤，從來不認人，誰也無

法獨善其身，沒有本能反應才是真正的怪現
象。

以商總，菲華各界，中國商會為主的
華社救災基金會第一時間對此表示關切，
並付出實際行動，緊急動用華社救災基金會
資金，義無反顧地馳援菲政府抗疫。得到政
府，主流社會和華人的肯定及好評。同時也
是鼓勵華社群族義不容辭支援菲國抗疫起著
表率的作用。在封城期間，華人不分彼此，
自顧奮勇，出錢出力支援菲胞抗疫物資及生
活物資，為菲胞宅居生活保障，無私奉獻，
菲胞感同身受，華社患難見真情的情懷，得
到菲胞讚譽有加，菲華人確實受之無愧。

病毒無情，人間有愛。華人社會在焦
慮不安之際，盼來了祖國醫療專家組蒞菲指
導和協助抗疫，華人歡欣鼓舞，僑胞們的初
心如願以償而歡呼雀躍！

隨著時間的推移，抗疫工作雖經各方
共同的努力，至今形勢仍具非常嚴峻。這不
是誰不盡職，政府盡職，華社盡職，盡職的
單位及個人不勝枚舉。為什麼經歷四個多月
抗疫，人力物力付出巨大，確診人數不減反
增，增速令人麻木，聽天由命變成今天無法
抗拒的正常心態。

回顧艱辛的抗疫歷程，彼此都明白主
要根源在于病毒頑固不化，傳播時間週期
沒有時間表。再加上菲律賓是一個發展中國
家，國力薄弱，醫療資源貧乏，民間生活條
件和居住條件比較不盡人意，現實條件的制
約，阻斷傳染源帶來客觀難度。

眾所周知，菲律賓民族屬性是天生樂
天派群族，與美國人有著相似的生活意識，
也是阻斷病毒的不利因素。

綜上所述，諸多現實又客觀的原因，
加上國情不允許長時間封城，抗疫和復工復
產等同重要。正是這麼多不足之處，而形成
了今天人人自危的局面，怪誰都無濟于事，
病毒無情的惡果。

鑒于目前的現實情況，華社應如何面
對和如何應對，這是華人的憂慮和不知所
措。期盼華社基金救災委員會繼續盡責盡
力，再接再厲，再次為華社排憂解難，這是
華人社會的心聲。

今天菲律賓在疫情震中，我們都心知
肚明。貧缺的醫療資源已不堪重負，人滿為
患的現實誰都無法否認，這就是擺在我們面
前的現狀。

既然現實已如此骨感，相信華人社會
所有人內心都有一個非常本能的反應，萬
一不幸染上病毒，該如何是好，該何去何從
呢？因為病人等病床而不是病床等病人，而
且誰都無法講大話，病毒不管你是誰，待遇
一樣，這就是彼此的真正擔憂。

在這彼此迷茫的節點上，華社民眾共
同的期待，就是利用老前輩遺留下來的華社
公產華人醫院及華社私人醫院，來為華人服
務，才是實際的出路，同時也是華人健康與
安全的唯一選擇，別無他法。

謹此希望華社基金救災委員會，根據
華社的實際情況，為僑民的實際困難，發揚
華社優良傳統，竭盡所能為華裔群族舒緩困
境。從人力物力全力支援華人醫院，增加床
位，服務華人，這是當務之急，也是華人的
呼聲。

祈願華社基金抗疫委員會帶領華社同
仁，為華人社會同胞的安危，盡力支持，奉
獻愛心，貢獻智慧和能量，功德無量！

蒲公英

醫者禽獸心
醫護人員本該具有醫者

父母心，有醫無類。醫護人
員只認病人與疾病，不該戴
著有色眼鏡，什麼人要醫，
什麼人不醫。

香港的醫護人員就是戴
著有色眼鏡，甚至在香港受

著第一波疫情肆虐時，他（她）們群起罷
工，置病人于不顧，綁架香港人民。

我有一位堂侄女，在疫情最嚴重時，
她是戰鬥在醫療最前線的醫護大軍的一員。
堂妹要她辭職，她說：「我們曾宣過誓，救
死扶傷是我們神聖的任務。」她的父母拿她
沒轍。她工作的醫院座落在岷市搭虎大道的
菲律濱總醫院。每天病人多如牛毛，她無怨
無悔。一位年輕的小姑娘，是什麼力量支撐
著她呢？

再來看看香港的醫護人員，疫情第一
波過去了，本來已是打勝了疫情。樹欲靜而
風不息，那些喪心病狂的叛徒們，抱著與香
港同歸于盡的心態，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示
威暴動，本已平息的疫情又死灰復燃。如今
已到了嚴重的地步。香港特區政府要求祖國
伸出援手。

那些吃裏扒外的賣國賊，說什麼大陸
的醫護人員不懂英語，他們自己也不懂簡體

字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這些理由既無
知又無恥，根本不值一提。

說起這些醫護禽獸，他們的罪行罄竹
難書。治安人員受了傷，他們故意讓傷者多
受點痛苦。把傷口胡亂縫合，讓他們永遠留
著傷疤。對于那些捐血的愛國愛港人士捐血
時，故意把針插歪，讓無私捐血的人受點痛
苦。

像這種沒心沒肝的醫護人員，奉送給
他（她）們醫者禽獸心還算便宜了他（她）
們。

不論什麼地方，只要太陽照得到的每
一寸土地，都是同一個道理。醫護人員應該
架淩于政治之上。他們只有救死扶傷，不應
該挑肥揀瘦，不應該戴著政治的有色眼鏡去
看病人。香港那些醫護禽獸就是這樣，跟他
們不是同路人的另眼相看另樣待遇。其實他
（她）們都是一些軟骨動物。祖國剛通過國
安法，就還有不少他們的頭頭說什麼已屆退
休年齡，退出政壇。說一句金盆洗手就能洗
乾淨手上沾滿的香港人民的鮮血嗎？人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歷史不會饒過這些軟骨頭漢
奸。

人在做，天在看。他們的名字永遠釘
在歷史的恥辱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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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漢奸李登輝該長跪岳飛墓前
為 了 政 治 野 心 和 利

益 ， 出 賣 國 家 ， 背 叛 民
族，被披套「漢奸賣國賊
"這頂帽子在中國並不陌
生。抗日時期就有十大漢
奸，諸如 1.張景惠，滿州
國國務總理大臣。2. 王克

敏，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委員長。3. 梁鴻
志，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行政院院長。4. 王
揖唐，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5.汪精
衛，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6. 陳公
博，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主席。7 . 周
佛海，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財政部長。8. 
褚民誼，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9. 陳璧君，天字第一號女漢奸。1O.  傅筱
庵。十大漢奸中較為出名人物可謂是「  
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 」。

回首中山先生創下中華民國，中國
國民黨。充滿背叛國家民族漢奸，賣國求
榮投靠日本委實示勝枚舉。從中華民國退
守台灣至老蔣去世後，李登輝確是隻圓猾
穩藏台獨思想甚深的日本老狐狸，巧妙掩
飾騙過蔣經國，而成為蔣經國死後的接班
人。它是隻活生生「 吃果子不懂拜樹頭 
」渾蛋。它是百年老店國民黨扶植出來
流氓小丑，但它卻挖盡心機使國民黨在其
手中，四分五裂而慘敗給民進黨的罪人，
在其執政期間也沾染滿身黑金醜聞，甚至
身為國民黨主席，暗地裡支持民進黨，出
買連戰使阿扁中選，是吃碗裡扒碗外老妖
怪。當年它加入 「台灣共產黨"，後來被
台灣情治機關抓捕，立即宣佈退出 「台
灣共產黨 "。然它毫不猶豫背叛同志，供
出所有生死戰鬥同志，造成一些日夜相處
同志，被國民政府拉去槍斃……。

甲午戰爭後台灣割據日本統治，李
登輝祖父李財生與日殖民政府來往甚密。
「七七事變 」爆發後，台灣所有民間物
資淪為戰略物資，成為日本支援前線而實
施 「經濟統制」，民生物資必須由殖民
政府分配，尤其是民間販賣鴉片毒品特
權，須有日本殖民政府頒發的特權証。李
財生就是發國難財一位獲得日本殖民政府
發給販賣鴉片煙許可証。原來李家與日本
早有瓜葛，日治時期生活貧脊，李登輝母
親是一位日本警官家裡的洗衣婆，日夜往
返日本警官家裡，後來李母告知丈夫李金
龍自已懷孕了，李金龍也無多疑懷孕就懷
孕那有啥稀奇。反正已有了一個男渾蛋，
再有個野種也沒關係。問題是出于日夜為
日本將軍洗衣往返之間懷孕的蹊蹺。眾所
周知，日本人與生俱來生性好色，有空必
入值得懷疑這個小孽種真父會否是日本警
官，只有天知道，栗原警官，李母知道。
然而，可能戴綠帽子的李金龍， 卻毫不
在乎唱著它那首 「無所謂 」的時代曲。

 記得五十年代中正台灣軍中服務，
同學們帶上 一塊Camay 肥皂和一個牙膏 

Colgate 就可到北投找個查某〈女人)玩
玩，那時台灣還是個貧窮 「笑窮不笑賤 
」社會，查某(女人)幹了那事兒後，洗一
洗依然風韻猶存一樣妖嬈誘人。何況是在
李金龍那個時代幹男女之間的那個事，更
猶如口渴飲杯水小事。老條油懷疑李登輝
這野種不是「隴西姓李」精子造的。要不
然李登輝六歲時，李金龍這個台灣仔怎會
奇跡從日本警察被「栗原警官「 晉陞為
日本刑警。李家從此青雲直上有鴉片煙售
買特權，又有孤假虎威日本刑警權勢，風
神十足，各路劣紳惡煞，土霸流氓都怕它
三分……。

李登輝有位哥哥「 李登欽 」，國籍
大日本帝國，日名「巖裡武則」是大日
本帝國海軍，附屬日海軍第31特別根據部
隊，太平洋戰爭被派遣來菲的台藉日本
兵，後來戰死在菲律賓時廿三歲，被奉在
日本靖國神社。李登輝生于台北州淡水郡
三芝埔。從出生1923到1945年日本戰敗前
皆是大日本帝國國籍的日本人。是大日
本帝國戰後留給台灣的孽種，李登輝在
1923一1945用日名「巖裡正男」，是大日
本帝國陸軍，以日本兵參加第二次世界大
戰。日本戰敗台灣回歸中國，老狐狸靈機
一動，迅速改用李登輝之名，並急換成
「 中華民國籍民 "。年青時曾經加入台灣
共產黨，遭台情治逮捕後出賣其同志。當
上台灣地區領導人後，成為國民黨主席。
在位時以改革之名，排斥元老派製造黨內
分裂，肆意搞垮國民黨。與民進黨拼選舉
時李登輝暗中支持民進黨陳水扁，出賣連
戰，宋楚瑜。骨子裡深藏著日本人搞台灣
獨立的因子，赤裸裸一名台獨教父，在生
時是一位始終吶喊「 釣魚島 「屬於日本
的老番顛，是一隻披羊皮中華民族的大
漢奸，是非常適合跪拜在「精忠報國" 岳
飛，國父中山堎，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面前
的千古罪人。

 人們遊至北京八達嶺時，「 不登
長城非好漢 「。菲律賓華人遊杭州西湖
不捏捏下跪岳飛墓前 「 秦檜妻奶非男子 
」。君不見下跪岳飛墓前秦檜妻雙奶被摸
捏得金光閃閃。若非人妖，大家不妨有機
會也回去捏捏摸摸一下。讓這些千古罪人
不感寂寞。

其實以 「莫須有「罪名殺害岳飛
者，不止是秦檜，秦檜妻，還有共謀的三
個奸臣是萬俟契，張俊，王俊也跪在岳飛
墓前。我建議中國政府塑個李登輝老賊漢
奸銅像跪在岳飛墓前，給全世界中國人有
個機會到 「 西湖 "吐口唾涎。

同時也留個位置給蔡英文，倘若死
不悔改台獨，將來也塑個跪地銅像，好讓
漢奸買國賊蔡英文小姐，生前不知捏奶滋
味，死後老處女也能嚐到給人摸捏摸捏的
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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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冰

張兆和：愛而不懂你
沈 從 文 與 張 兆 和 的 愛

情佳話，經典永流傳。儘管
張兆和曾多次嚴厲地拒絕沈
從文，都沒有阻止他靠近她
的決心，這位來自湘西鳳凰
縣、行伍出身的蠻小子，他

瘋狂、執著地獻愛于張兆和，一百多封火熱
的求愛信，終于打動了名震一方的大家閨
秀。

他們的愛情修成正果，步入現實的婚
姻。回看沈從文與張兆和確實具有迴避不了
差距，相較于張兆和，沈從文算是窮小子，
生活環境的巨大差異，形成雙方不同的金錢
觀與人生觀。婚後，他們經濟狀況不佳，沈
從文愛交友助人，常常拿錢來資助朋友或是
學生，而張兆和卻難以理解沈從文的「慷
慨」之舉，滋生齟齬。

德國哲學先驅哈曼曾說，判斷一個人
的發展，需結合此人成長的文化背景。同
時，也要結合一下當下環境。沈從文側身都
市，曾流連于北京、上海和青島，他雖自許
「鄉下人」，但深心裡在盡力地消解自己身
上的「土氣」，儼然變身為紳士。他已遠離
家鄉，必須在都市中，尋找自己的歸屬感。
然而他失敗了，蟄居都市，但終究找不到精
神的棲息之所。所以，他才會樂此不疲地、
構築他的「希臘小廟」——湘西世界。他以
文學的形式，實踐著精神上還鄉。這一點，
張兆和肯定是懂得的。

沈從文不只是一位作家，他更是一位
思想者，他心心唸唸的是，一種不悖乎人性
的生命形式；但現實生活是慘淡的，都市的
破敗，舊習的陳腐，生存與創作的艱辛，羈
絆著自由生命的怒放；這種思想者的痛苦，
張兆和是不理解的；從這個角度看，也看出
來沈從文本質是無助的、孤獨的，儘管他們
深愛著，但是張兆和並不能消弭沈從文靈魂
的寂寥，畢竟她只是他的生活伴侶，而不是
靈魂知己。

在這裡，需要提到另一對佳偶——梁
思成與林徽因，他們具有著相似的文化背
景，他們一同遊學，一同考察建築，林徽因
才情舉世公認，甘願做梁思成事業的夥伴，
她為了愛情，為了婚姻，收斂自己的「鋒
芒」。他們夫婦相同的志趣滋養著愛情與婚
姻。

反觀張兆和與沈從文，是難以達成這
一境界的。張兆和曾幫助沈從文修正小說文
法，曾一度埋怨沈從文，何以一錯再錯，豈
料那是他藝術特性使然。沈從文摯愛張兆

和，所以他離京赴異地任職時，總希望她能
陪伴左右，可是張兆和卻從生活現實角度考
慮，選擇留京，減輕沈從文的經濟負擔。有
人說，那是張兆和不夠愛沈從文，這樣說對
張兆和很不公平，張兆和作為富商之女，家
境優渥，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嫁與沈從
文，面臨經濟拮据，自尊心強，還不接受娘
家接濟，只能節儉用度，一心與沈從文相守
清貧歲月，足以說明她深愛沈從文。

如果說她曾經只是被沈從文的火辣情
書打動，而妥協于現實的婚姻，那麼當她看
到沈從文落在衣兜裡的玉鐲當票，這種慘淡
的現實，足以叫她清醒了；更何況沈從文在
婚後背叛過她，移情別戀高青子，至少在精
神上是背叛的。張兆和本是性格凜冽的女
子，又在中國公學接受新派教育，但她卻選
擇靜默面對，如果他不愛沈從文，何以仍然
留在沈從文左右，與沈從文相偕五十五年，
從風華正茂到耄耋之年，張兆和對沈從文的
愛，怎是相濡以沫就能詮釋得了？！

沈從文逼仄的內心幾近崩潰，于是他
住進了精神病療養院。當他再重生過來時，
他對外面的世界產生緊張感，沒有信心再拿
起筆，繼續他的文學，但他始終深深地愛著
她，他本希望自己能給她更好的生活，可是
事與願違。這位現代文學史上，曾入選諾貝
爾文學獎的優秀作家只能封筆。中國文壇失
去了若干文學佳作，但卻成全了沈從文與張
兆和命運多舛的婚姻。他們的愛情接受著文
化與社會、物質與精神、道德與責任的無情
淬洗。

1988年，沈從文死于心臟病。死前他對
張兆和說「對不起」，意味深長的三個字，
滲透著他對張兆和的愧疚與深愛，一是因為
他曾經的婚外情，二是因為他想給，而又沒
有兌現給張兆和的幸福。張兆和曾在《從文
家書》的《後記》中寫道：「從文同我相
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
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之于沈從文，張兆和無疑是愛他不懂
他！在張兆和的暮年，在沈從文去逝十餘年
後，張兆和讀懂了沈從文，可這一切對沈從
文來說，為時已晚；對張兆和而言，遺憾深
重；這不能說是她的錯，因為她已盡力，愛
是一種感情，無時勉強不來，有時放手不
得；而懂得卻是一種境界，勉強去做，只會
錯上加錯，因為這種境界是可遇而不可求！
相愛而不相知，注定要兩兩痛苦。沈從文與
張兆和既相濡以沫，又暗生隔閡。因為不懂
得，所以難慈悲！

愛上一個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抑或是
愛上一個中了形而上學之蠱的人，若有不懂
得，對雙方而言，將會是一種精神折磨，難
免會用愛去傷害，難免會用傷害去愛，久而
久之，陷入愛情的沼澤，不能自拔不說，還
要株連另一個，這也是一種愛情，永遠無
解，卻總讓人欲說還休！　　 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shangbaohaiyun@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