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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蒲公英

美國民主自由的報應
「流氓就是流氓」。

美國本就是一個黑社會的國
家，表面上舉著民主自由人
權作為其統治世界的教父。
可惜這人世間沒有不凋零的
艷花，也沒有吃不散的筵
席。風水運轉就如車輪的滾

動，時來運轉有時候走運時壓在人的上方，
衰運時被壓在下面。自二戰後美國就扮演為
領導地球村的巨人，執著自已的聖經宣揚它
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教條。遇有不為所用或不
順從己意國家，就拋給它一個違反人權，專
制獨裁的帽子，唆使人民起來搗亂或推翻政
府。記得廿世紀初有位美國作家形容當年貧
富差距嚴重，社會矛盾尖銳，政治高度不穩
定，政局受不同勢力及暴力衝擊的洪都拉斯
為「香蕉共和國」……。今天的美國極度相
似當年的「香蕉共和國」……。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命運就是如
此弄人，它不是氫彈火箭，它只是一隻小小
的疫菌就能慘烈傷害一位百年邪惡的奇人。
一埸十月總統選舉就能使一個霸道蓋世太
保，發出一點點焚燒原野的火花，掀起紛崩
離折社會矛盾和暴亂。瞑瞑天地頭頂三尺有
神明，人世間行悪的業障，行善的積德自有
審判論斷報應的日子。美國這個一世邪惡流
氓，橫行霸道在這世間儲積的業障早已臨界
罪悪貫滿，也該是受到報應討債的時候了。
二百年來美國在你我生活的地球村，曾經犯
下了殺戮成千成萬無辜生靈罪孽，終於盼來
一位空前絕後不認輸，不願承認選舉落敗的
領導者，這是天意的安排，還是報應時辰己
到的啓示…….。

美國聲聲句句標榜是一個民主自由人
權法治的國家，它總是高舉著民主人權大旗
在世界的各角落，興風作浪，指手晝腳幹涉
它國內政。甚至到處煽動叛亂，制造社會分
裂，挑逗教派矛盾相互殘殺，它是一個唯恐
天下不亂的渾蛋。2019年美英支持香港反對
派人士及暗中勾結港獨份子制造動亂，衝擊
碰砸香港議會，擾亂香港社會治安，碰砸商
店，衝擊中聯辦，砸毀地鐵設施，羞辱國旗
國徽，甚至毆打燒殺無辜香港市民。然而，
大洋彼岸的美國議員卻幸災樂禍地將這香港
暴亂形容是一埸「美麗風景缐」。全世界中
國人都忍著，只有暗地裏默默責怪自已總是
生著一群歹種賣國求榮的叛逆子孫及漢奸。
這些搞破壞香港經濟和治安，勾結洋人閙分
裂國家的黑魔，廣大香港遁規道矩善良市

民，皆認為那些使香港經濟沉淪亂港份子，
不是為民主自由單純的反送中遊行的遊行，
它們拿著外部勢力的利益和錢財支持，是一
夥赤裸裸殺人放火的暴徒騙子…。可是在美
英別有用心唆使造反搞破壞分裂中國的洋人
眼裏，卻稱之這群黑魔為「民主自由而戰的
英雄鬥士「……。。

可是「天網灰灰，疏而不漏」，作悪
多端罪孽盈滿的人，天人共恨報應時辰決
不遙遠。2021年新年第六天美國也上演一出
似曾相識的劇本，一埸選舉落敗説成是被對
手詐票而不認輸政客，也學起菲律賓來一塲
抗議遊行，原來不認輸並不是菲律賓人的專
利。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總統川普也正是一位
空前丟盡美國政治風度不認輸的政客，它甚
至親身披甲上陣演講鼓動選民衝擊計算宣布
中選結果的美國國會，這一幕幕騷擾警民扭
打混戰場面映上世界銀幕，深深地撕裂了美
國所謂尊重法治民主虛為矛盾的面紗。對中
國人來説這種衝鋒陷陣碰砸議會並不感到陌
生，昨天的香港，今天的美國。能説不是上
天神明給它的報應嗎?將當年籍反送中之名
的港獨搗亂燒殺碰砸的黑魔，説成是「民主
鬥爭的英雄」。卻將今天特朗普被詐票落選
的抗議選民，列為是暴徒…。這不是兩個有
色眼睛的標凖?那又是什麽?

美國從來就是以一個傲漫的面孔，告
誠全世界要成為個擁有法治，尊重法治的國
家。元月六日的槍聲響起，狠狠捅破了美國
多年來頻頻以「「法治」吹噓敎誨它人醜陋
的謊言。美國一直廝聲吶喊要尊重法治，耍
求必須尊重民主選舉的結果，政府應順利和
平移交政權，確保不會對選舉結果不滿，而
以軍警介入推翻政府……。美國人與生俱來
只會説得口沫橫飛教海，給它人立規紀的騙
子，而自己從來就是胡作非為的另一套…。
今天美國在國際上聲譽和地位，活生生地讓
世人看到了美國人虛為的真面孔，美國己將
是一顆殞落於西方的寒星，再也無法受到世
人的尊重和懼怕，特別是咱們中國人……。

上百年來中國孤獨站在被西方制裁人
生舞臺上。多少穩忍屈辱的等待，多少無奈
含淚的期盼，我們的祖宗告訴要「忍耐再忍
耐」。中國人終於等到今天這響「報應」的
「槍聲響起「，我們心中懷著無限的感慨，
鼓舞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擊打了雙手，響撤
大地的「掌聲響起來"給美國流氓唱衰一首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哀歌……。

2021年元月十五日

向醫護人員致敬
小女與她的另一半，二

小口組織了一個「向醫護人
員致敬」小小的活動。他們
的基金會由他們五兄弟姐妹
自己掏腰包，社會上皆有自
願樂捐的也來之不拒。只是
他們沒開口也不會開口向社

會募捐。
他們的小小慈善基金會，主要目標是

一些私人小醫院，還有政府醫院。
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抛磚引玉，引起別

的華裔子弟也組織起來遍地開花。
剛巧，他們找到了一間小醫院，裏面

的醫護人員只有八九十位。
他們收到一名患上了「新冠」的病

人。第一次與那位病人接觸的都被隔離起
來，本已人員短缺，如此一來，更是捉襟見
肘。本已是慘淡經營，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該醫院的院長是一位八十二歲的女婦産科醫
生。

我的女兒與該醫院人員聯繫。要送他
們午餐，該醫院負責人感激不已的接受捐
助。同時告訴我女兒，他們醫院的院長，一
位八十二歲的女醫生正在為一名産婦接生，
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名産婦難産，她老人家
以八十二歲高齡，剖腹接生了一名健康的嬰
孩。

這樁事在我女兒的「向醫護人員致
敬」這活動網上報導，一時網紅。聽說已引
起了不少正面的回應。政府準備表揚這位
八十二歲，兒女都在國外的偉大的老媽媽。

我們這社會好人好事太多了。很多人
做了好事，不願宣揚，默默無聞。做好事的
人並不在於出風頭，只求內心的安慰與滿

足。
記得很久以前就有位仁人善翁，他自

己一人每天帶了一筆錢，站在菲律濱總醫院
門口。雙目專注地尋覓。他要找的是沒錢付
醫藥費的貧窮病家。一經詢問，查實之後，
問明數目，在力所能及下，給予幫助。這種
雪中送炭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
敬佩和表揚的。

菲律濱有醫德的醫生太多了，實在是
不勝枚舉。

記得馬可士總統任內，全面開放，讓
土生土長的菲人子弟入菲籍，那是我結婚前
一年的事，當時老伴只有二十一、二歲，填
了表交了五百元，就等著問話。

這問話就好像是面試一樣，要有保證
人。

老伴的證人就是她兒時的醫生山道士
醫生，政府律師只問了山道士醫生幾句話，
跟老伴也談了不足三二句，就算通過了。

五百元的政府費用，就成了菲律濱
人。其實像老伴這種人，她本地土語說得不
比土著差，根本就是菲律濱人一個。

話扯遠了，那應該說說山道士醫生。
山道士醫生的診所開在巴西搭虎大道

公開市場附近，每天上門求診的，擠破了門
楣，這位老醫生沒有固定的問診費，只視乎
病家付不付得起，很多時候一文不收，沒錢
買藥的借錢給他們，病家欠上的債，真個是
債台高築，收能回的是少之又少。他老人家
也樂此不疲。

到了老，這位老醫生還是兩袖空空，
他也自得其樂。

他的醫德不是筆墨所能歌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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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語

呂有為先生，
請認真閱讀《德不孤必有鄰》！

筆者只是一篇《德不
孤必有鄰》的拙文，只想說
明一民先生為菲華文壇做
事，請不要對做事者講風涼
話。僅此而已，就惹得呂有
為先生滿身上下不爽，坐臥
不安，竟用「槍手」、「打

手」攻擊之？！
槍手也好，打手也罷。槍射的就是惡

意誹謗之人；打的就是邪惡無知之徒。
試問呂有為先生：一民先生老驥伏

櫪，勇挑菲華文壇重擔，難道不應該支持褒
獎嗎？難道呂有為先生不為菲華文壇做事，
而躲在陰暗角落裡去冷嘲熱諷做事者就正確
嗎？呂有為先生不至於弱智到沒有是非判別
能力？沒有真理與邪惡之分吧？

《商報》「大眾論壇」固然是一個開
放表達言論自由的平台，但是，也應該是發
表正能量勸導人們積極向上的論壇，或至少
應該是要說實話的言論吧。而非惡意攻擊善
良者，嘲諷做事者吧！

呂有為自詡是「射擊手」，那麼，你
應該把槍口對準「不做事而嘲諷他人者」，

而非相反！
呂有為倘若是一個光明磊落想為菲華

文壇盡一份力者，就應該用筆墨讚頌出力出
錢者！讚頌一位仍勤勤懇懇地為華社盡力之
老者！

菲華一位有識之士曾言：不做事者永
遠都不會錯。

確實如此，做事者反遭他人誹謗攻
擊，天理何在？人心何在？

「舉頭三尺有神明」，做人說話要捫
心自問，看看自己說的話能服眾人乎？

呂有為倘若尚存善良之心，應與賢人
為尊。

呂有為不知是否讀過：方以類聚，同
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呂有為先生還是要多讀書，多讀一些
積極向上與人為善的書。不要心懷不軌，惡
意揣摩別人之善心。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

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
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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閭不圍

妥？不妥？
連日來，看來一篇署名

「萬語」的關於「圍剿」呂
有為、閔一、李藍先生的鴻
篇大論「德不孤必有鄰！」
余輾轉難眠，實在看不下
去。

萬語先生說：……余
拜讀了一民先生的《英傑永不朽文者留其
名》一文，先生引用了戰國時期人物呂不
韋主持編纂《呂氏春秋》，並據此稱「菲
華組織及熱心人士」出資捐助「菲華作者
集體出書」並無不妥！

萬語先生不知道有沒有拜讀過中國歷
史？歷史上很多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都有
黑點，而吕不韋的黑點卻是有些稱奇。他
的黑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在講究身份
的時代，出生於名分最低的商賈之家。相
邦合法性問題。奇貨可居，政治投機。獻
出自己小妾，色誘君主。淫亂后宫，現嫪
毒禍亂宫闈。

《吕不韋列傳》就是講吕不韋個人的
政治投機和秦朝的政治斗争，無論什麼時
代的書評，都會把這部列傳說成太史公對
秦國宫廷的满懷憎惡和輕蔑而描繪出的一

幅群丑圖。這就吕不韋作為一個政客的形
象，可以說是鐵板釘釘的丑惡。就在這些
丑惡的背後，卻能顯示出吕不韋過人的才
智和謀略。

呂不韋是眼光极機的天才投機者，吕
不韋的奇貨可居的故事正可謂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的，一哥破落公子哥赢異人爹不
疼，媽不愛，扔在趙國，在諸多王孫中，
繼承王位他根本排不上名次，吕不韋居然
發現了秦國的政治漏洞，認為異人有政治
潜力，在他一系列的運作中，最後居然就
把異人拉到的繼承人的身份。而這個漏洞
在當時没有人看出来，也就吕不韋看出来
了，這需要多高的眼光，謀略和執行力。
就是在操作過程中，以吕不韋低賤商人的
身份，也是風險極大，失敗率極高，幾乎
是不可操作的行動。然而卻讓他做到了，
這是傳奇，可以稱做奇人異事了。

萬語先生說：「並據此稱『菲華組
織及熱心人士』出資捐助『菲華作者集體
出書』並無不妥！」即是說一民先生稱這
些菲華社會人士為「菲華社會的現代的呂
不韋」並無不妥？那倒是要請萬語先生賜
教！是妥？妥在哪裡？還是不妥？

王承天

開年新象詞四闕
（一）清平樂。開年欣譜詞

      開年新象，德政民心壯。大治勤精元氣旺，防控妖魔魍魎。
      夷邦疫魅猖狂，海外黎庶遭殃。歐美政經動盪，唯吾華夏榮昌！

（二）醉花陰。梅花知人意
      邈廓江天晨色好，愜意春來早。麗蕊雅含香，倩影橫斜，格外覺嬌嬈。
      花通人意巧凝笑，相對許芳心，骨氣崢嶸，愛戀情難了。

（三）一剪梅。盛景樂寸衷
      喜攬春光畫卷中，泉水淙淙，嵐氣濛濛。杏桃滴翠嶺青蔥。鳥唱花叢，蝶吻花容。
      人面群芳相映紅，滿袖香風，滿臉春風。家山盛景樂寸衷。國運興隆，庶德昭融。

（四）一剪梅。逐夢那段緣
      雨霽桃花滴翠妍，流水潺潺，飛蝶翩翩。春茶蜜棗主賓歡，燕語樑間，花綻庭間。
      情深意切憶年前，一曲歌弦，千里心牽。冰心遂夢續前緣。花好月圓，莫負韶年。

鄭亞鴻

「嘲笑」，何止中國
在特朗普支持者攻進

美國國會大廈後，前美國駐
華大使駱家輝接受了CNBC
的採訪，對此評價道，這起
事件可能會損害美國在全球
的地位，並宣稱：「中國正
在嘲笑我們，說美國不是民

主、文明和穩定的典範，這些我們一直在向
世界其他國家說教的東西。」

美國一向標榜其制度的「自由、民
主」，也如駱家輝所說的「這些我們一直在
向世界其他國家說教的東西。」如今發生了
這樣的暴亂,甚至國會大廈都被示威者佔領,
中國民眾當然有權利和自由在網上發表他們
的看法和評論。可能是因為駱家輝曾任駐華
大使,對中國特別關注,所以注意到「中國正
在嘲笑我們」。如果非要把這些看法和評論
說成「嘲笑」,那麼,嘲笑的何止是中國,我覺
得其他國家的嘲笑比中國人的嘲笑更尖刻、

更辛辣。試舉幾例:
巴西媒體評論道:「這是美洲大陸第一

次沒有美國大使館參與的政變企圖。」
黎巴嫩常駐聯合國代表說:「如果美國

看到美國在美國的所作所為,美國就會入侵
美國,從美國的暴政中解放美國。」

俄羅斯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
評價道:「我們看到,顏色革命的迴旋鏢正在
重返美國。」

就連美國的盟友英國首相約翰遜也說
美國國會的場面是「可恥的」。他一定認
為,美國人自已攻陷國會比1814年被英軍攻
陷更可恥。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則指責特朗普
政府是「不可預測」的政府。德國外長馬斯
則將這一場景與1933年德國國會大廈受到猛
烈襲擊相提並論，不知這些算不算嘲笑?特
朗普的兒子小特朗普也說：「全世界都在嘲
笑美國！」只不過他說的是自己老爸推特被
封，「言論自由已經死了」。

還好,駱家輝只說中國在嘲笑
美國,而不像美國的一些政客又將此
事歸咎於俄羅斯,歸罪於普京。但我
們不會忘記,去年在香港發生的似曾
相識的情景，美國的一些政客不僅
嘲笑,且公開支持，甚至把它形容為
「一道美麗的風景線」。這次,中國
只是作為旁觀者,並不干涉美國的內
政,只是對同一暴力事件美方截然不
同的反應,心有不平,有些話不吐不
快而已。至於駱家輝所說美國一直
在向世界其他國家說教的那些東西,
如果還想繼續說教,那會再次被人嘲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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