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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扶助 醺人

小民議論大選
                          國家領導人的優劣，
                          直接影響到國運的興衰，
                          所以選舉總統或國家主席都是頭等大事。
                          西方政制強調一人一票的直選，
                          歷經數十國百多年的考驗，
                          已發現這種選舉制度存在許多缺點。
                          第一、它達不到選賢與能的目標！
                          能在大選中勝出的條件，
                          主要靠政黨的組織，財團的獻金，
                          加上個人的知名度，競選的策略。
                          而管治國家的領袖，必須具備的
                          則是才能、學養、品德和經驗。
                          事實證明許多大總統贏了選票卻輸了才德。
                          第二、政黨輪替太浪費！
                          執政者任期有四年制和六年制，
                          上台掌權後，為了酬庸支持者，
                          為了攏絡幹部隊伍，
                          免不了要動用國庫資源多方浥注。
                          這個政權無論是庸碌無能或貪污腐敗，
                          大家都只能逆來順受，苦等下一次大選。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政黨輪替後，新官上任，
                          又換來一批手腳不乾淨的傢伙，
                          老百姓有什麼方法找到明主賢君？
                          第三、多黨制國家，因為政見不同，利益衝突，
                          甚至互相詆毀，各走極端，
                          這當然不利於全民團結，朝野同心。
                          若有一方接受外力奧援，
                          那就是開了後門，引黃鼠狼入雞籠，
                          埋下了內亂的地雷！
                          無數弱小國家，皆因政爭淪為列強的棋子。
                          所以社會學家，政治研究者，
                          應該博采眾議，參照各種模式，
                          找出更完善更有效的選舉制度。

2021年2月25日寫於澳洲

快慢配春節組詞
《瑞雲濃 • 送舊》

～步宋楊無咎「暌離漫久」原韻～

                                 維艱鼠歲，辛酸如假包換。
                                 防疫終年罩遮面。
                                 封街禁市，歎百業、虧賠難算。
                                 且盼遇金牛，瑞雲佳運轉。

                                 濃慢新詞，除夕酹，聊舒懣怨。
                                 奏樂迎春起弦管。
                                 善療冠毒，濾濁流、水清魚見。
                                 酒烈詩祥，俗憂可斷。

《瑞雲濃慢 • 迎新》

                                 臘殘歲暮，送行庚子，專待接班辛丑。
                                 更新萬象，吉利健牛，逐凶祥瑞車畝。
                                 時來運轉，順替逆、不必番窠倒臼。
                                 旭日升、熱能千百度，再整盤口。

                                 欲迎春，須備酒。慶佳節、協調成優偶。
                                 疫苗雙注，瘟禍永除，巿面復甦如舊。
                                 悠然世外，醉酬吟、閑雲野叟。
                                 逸緻高、唱和遍天涯，既長且久。

豆豆

異鄉的元宵湯圓
今天早上睜開眼睛，壞

了，6:58分，我一骨碌起床
了。在異國他鄉，沒有人管
的清晨，很想多睡一會，每
天早上，總會窩在被窩看看
微信，碼碼字。此時記得昨
天半夜小同學婉清約我早上

8點送她們去慈濟志業園區做湯圓的事。於
是邊洗漱邊給自己煮上一碗應景的湯圓過個
節。吃著這碗五顏六色的流心芝麻湯圓，燙
在口裡，暖在心裡，吃罷還唇齒留香，讓我
久久回味！

回味到我昨天去園區幫忙做湯圓的體
驗，我是去「偷師學藝」的……

前幾天，看到報紙上刊登慈濟在義賣
元宵湯圓的消息後，我也順手把消息發到朋
友圈去，沒想到朋友們又在支持我。我呢，
只要是慈濟義賣的東西，只要朋友有需要，
我肯定是會送貨上門的。

住過泉州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元宵
湯圓對泉州人是怎樣的意義？旅居菲律賓之
後，每當饞著這湯圓的時候，只能自己動
手，可只有花生餡的，而且只是白色的。

趁著這一天「人民力量」紀念日的假
日，我來到慈濟園區取湯圓，順便也來幫忙
做元宵，我以為做這個湯圓像我以前自己做
的那麼簡單。

一進餐廳，只見已經有2，30個師兄師
姐，各司其職，我說，有什麼可以讓我做的
嗎？師姐說，曹老師已經炒了三天的黑芝麻
了，我抬頭一看，那個平日裡輕聲細語的曹
老師，此時彷彿是我在醫院裡見到的病號，
只見她頭上戴著廚師的帽子，肩膀上卻墊著
一塊大毛巾，原來那是用來堵汗水的。一
公斤的黑芝麻用鐵鍋炒，需要1個小時，必

須用慢火炒，不停翻動，直到炒出它的香味
來，又不能過火，焦了。

經過改良後，湯圓是這樣製成的:
A.
1.選黑芝麻，必須沒有抽過油的特級芝

麻
2.芝麻經過兩次烘焙後，用鐵鍋炒熟至

香脆
3.研磨黑芝麻粉，必須掌握好時間，力

度，時間超過，力度過了，出油，也不能太
快，都是粗顆粒，就出不了流心的餡

4.經過比例的芝麻粉與糖粉攪拌
5.餡料過篩
6.用植物油膏混和餡料
7.冷凍餡料
8.拿出冷凍過的餡料，弄成圓形，備。
9.包元宵皮
10.湯圓滾干粉
11.放盤
12.裝盒
B.
1. 各種顏色蔬果搾汁,製成天然色素
2.煮米粿成和麵的「引子」
3.熱「米粿」，熱水和面
4.擀面，醒面
5.料，餡，皮等等經過5次稱重
每一粒慈濟義賣的五彩元宵湯圓，就

這樣經過20幾個人的手，20幾道工序，無數
愛心製成了。

證嚴上人說：用心就是專業。
這一個元宵節，慈濟志工們用他們的

愛心，用工匠專業精神，用絲絲入味的流心
芝麻湯圓，甜了我們的味蕾，與大家結一份
好緣，為佛教慈濟志業園區出了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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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疫苗是抗疫成功的關鍵
 首批一百萬劑由內地

研發和生產的科興新冠疫苗
19日抵港，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聯同多名司局長於本週一
（22日）率先接種疫苗，冀
望能起到示範作用，增加市
民接種疫苗的信心。林鄭月

娥在接種全港第一針疫苗後指，各種政府採
購及使用的疫苗，都經過非常嚴格的試驗及
審批，市民可以放心接種，不可誤信傳言。

要知道，目前全球各國都將大規模接種
疫苗計劃，視為成功抗疫的關鍵，疫苗搶購
戰正越演越烈，香港能在此環境下，優先獲
得一百萬劑寶貴的疫苗，可見國家對香港的
支持和關愛。因此市民大眾不可誤信謠言，
排斥疫苗接種計劃，為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
添煩添亂。 

而政府方面，除要加強宣傳工作外，亦
應研究與內地或周邊國家商議，為接種疫苗
的市民提供如免檢通關或疫苗護照等的便利

措施，增加市民接種疫苗的意欲，使社會儘
快達到「群體免疫」的目標，令經濟和生活
能早日恢復正常。 

從科學角度來說，疫苗也是目前人類
對抗由病毒引發疾病的最有效且最佳方法，
也正是得益於疫苗的出現，大幅度延長了全
球人類的壽命及生活質素。以小兒麻痹症和
天花為例，正是得益於接種疫苗，全球數以
億計的兒童免受小兒痳痹症困擾，而天花則
成為人類首個從自然界完全根除的病毒。這
些科學實證早已證明了疫苗對消除疫症的強
大作用，市民在考慮接種疫苗前，一定要以
科學資料為為依歸，不可以將健康衛生問題
政治化。 此外，接種疫苗計劃將會是一個
長時間且複雜的工作，因此特區政府除需要
有周全的安排外，亦要不斷地對計劃進行優
化，令疫苗的採購、運輸、儲存等各個環節
變得越來越有效率，方便市民接種，才能早
一日達到逾七成市民接種疫苗的「群體免
疫」目標。

李秀恒 

數碼貨幣博弈 中國佔得先機
數 碼 貨 幣 發 展 近 年 受

到各國央行的重視，特別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期
間，轉用電子支付系統和數
碼 貨 幣 的 需 求 急 增 ， 導 致
比 特 幣 等 加 密 貨 幣 的 價 格
逆 市 大 漲 。 國 際 結 算 銀 行

（BIS）早前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全球66
家回應相關調查的央行中，有約80%正參與
央行數碼貨幣相關研發工作，其中有約40%
央行的工作，已經從相關概念研究，轉變為
測試或概念認證階段，有10%央行已開展相
關試點計劃。

該報告同時指出，由於公眾憂慮新冠病
毒可能經由現金傳播，增加了對電子支付的
需求，然而現有的各類支付系統或多或少存
在着一些不足，且未能滿足央行對貨幣監管
的要求，因此各國央行才先後展開數碼貨幣
研發工作，其中又以亞洲領先。

其實，中國人民銀行早在2014年已成立
了「數字貨幣研究小組」，並於去年展開數
碼人民幣試點城市工作，在數碼貨幣發展方
面已搶佔了先機。香港若能把握人民幣數碼
化的機遇，成為數碼人民幣發展的參與者，
以及數碼人民幣邁向國際市場的助力者，既
能鞏固全球最大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地
位，亦可為本地經濟開拓新的門路。

數碼人民幣已公測
事實上，在「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

「發展數字經濟」及「推進數字貨幣研發」
之前，人民銀行已經研發數碼貨幣技術多
年，並先後取得了逾70項技術專利，可謂是
佔得發展先機。人行在總結了「比特幣」缺
乏監管、易被操縱等缺點後，中國在建立法
定數碼貨幣時使用了中心化的模式，其好處
是﹕第一，容易進行監管，防範數字貨幣淪
為不法分子的交易工具；第二，不需要網絡
也能離線支付；第三，交易過程中不會產生

額外費用，商戶亦毋須繳付手續費予系統供
應商。

雖然目前人行沒有公佈數碼人民幣正
式推出的時間，但蘇州、深圳和成都等地，
已推出了部分公務員以數碼貨幣形式領取工
資，以及派發數碼人民幣紅包予市民消費等
措施，變相對數碼人民幣支付系統進行公測
和向公眾宣傳，由此可見，數碼人民幣正式
落地應用似乎只欠「臨門一腳」。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早前曾指出，中國央行數
字貨幣的試點計劃領先全球，預計中國會先
聚焦國內，其後再處理數字貨幣的兌換工
作。

港須把握數碼機遇
然而，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近年在

數碼貨幣方面的發展似乎顯得較為遜色。雖
然金管局於2017年已展開對發展數碼貨幣的
研究工作，惟至今幾仍成果不彰，先不說本
港的電子支付平台發展未能達到如內地般普
及和便捷，數碼港幣的實際應用也只停留在
研究階段。因此，筆者認為香港應借着配合
內地發展數碼人民幣的機會，學習其成功的
技術和發展經驗，在構建跨境數碼人民幣支
付平台，以及大灣區電子支付系統互聯互通
的過程中，倒逼港幣數碼化的發展和改革。

香港是全球目前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
易中心，每年處理全球逾70%的離岸人民幣
業務，同時也是國際資金進入內地市場及內
地資金進入國際市場的雙向流動平台。人民
幣數碼化後，必然會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程
度和流動性，特別是亞太區內的國家，將來
更可能將傾向使用數碼人民幣進行交易。如
何利用自己在人民幣離岸交易及金融服務業
方面的傳統優勢，建立方便快捷的數碼人民
幣跨境服務平台，並對相關監管法例進行改
革，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助力者，都是香港
當下亟需研究的問題。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蔣光平

照張相片過個年
關於兒時過年的許多記

憶，早已隨著時光的流逝而
變得模糊了，但唯獨難忘的
是兒時過年前照相的情景，
現在想來，仍歷歷在目，彷
彿昨天發生的事情一般。

那時，農村生活緊張，
一年內難得吃兩頓飽飯，肉更是少得可憐，
只有逢年過節時家裡才會買回那麼一兩斤五
花肉來打回「牙祭」，這便算是一年內難得
的好日子了。於是那時，作為孩子的我們，
天天盼望的就是過年了。因為在過年時，不
僅可以美美地打上一回「牙祭」，而且更讓
我們嚮往的是說不定還可以照一回相呢！

那時，照相在農村還是個新鮮事兒，很
多人活一輩子都沒有一張自己的照片。過年
前，偶爾會有一兩個照相的師傅下鄉來，師
傅每到一個村莊，屁股後面準會跟上一大群
的男女老少，都看熱鬧似的圍著他轉，小孩
更是形影不離地在師傅旁邊跑來跑去，別提
有多開心了。但那時都是看的多，實際上真
正照相的沒幾個。那時人們窮得叮噹響，哪
還有多餘的錢拿出來玩這種「洋革」啊！不
過，也有玩得起這「洋革」的。那天，我的
鄰居何二就玩了一回這種「洋革」。何二和
我同歲，平時我們一起到處跑著瘋玩，他父
親是個殺豬匠，雖說不上是有錢人，但當時

在我們眼裡絕對是個「大款」了。那次，何
二成了我們村上唯一一個玩過這種「洋革」
的小孩，幾天後，相片拿下來了，照片上的
那個何二笑得一臉燦爛，掉了的兩顆門牙非
常誇張地露著，何二一時間成了小夥伴們羨
慕的對象，於是更加的神氣起來。那時，孩
子的心底總是有那麼一點點的虛榮的，看到
何二玩了這種「洋革」後，我也向父母提出
了自己的要求。我說：「爸，快過年了，人
家何二都有自己的照片了，我也要照相」。
父親看了我一眼，眉頭頓時緊鎖了起來，父
親歎著氣說：「人家何二他爸有手藝，掙得
來錢，我們家現在連飯都吃不起，哪還有錢
去玩那種洋革哦！」，我知道家裡的現狀，
知道母親多病，父親一個人支撐這個家的裡
裡外外還要供我和姐姐讀書有多難，我知
道自己不該給他們提出這樣過分的要求。突
然，我不禁委屈地哭了出來，我哭為什麼何
二家就有錢，為什麼何二成績沒有我的好他
卻能照相。

那年，我8歲，姐姐11歲。
時 光 過 得 真 快 ， 轉 眼 二 十 多 年 過 去

了，我也不再是以前那個掛著眼淚珠子還一
臉傻笑的小男生了。如今我和姐姐都已大學
畢業，我已不記得自己這些年來已照過多少
張背景不同，色彩各異的照片了，而姐姐也
不知道換了多少件光鮮時尚的衣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