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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 老油條

銘記排華歷史告誡華裔未來
讀 九 月 十 日 《 商 報 》

大眾論壇張子清那篇「杜特
地選副總裁，玩弄憲法更傷
害經濟」文章，本人對他一
些論點感慨良多不敢苟同，
但我還是尊重張先生個人意
見。可是，我不得不將從小

經歷長期生活在菲律濱絕大部分華裔華人，
由衷説出他們曾經遭遇處境的內心感受。
假如張先生不是在此土生土長，而是半新
僑或新僑那麽他的文章論點是值得我們理
解……。

回首苦難貧脊饑寒時的舊中國，祖輩
們穿著破舊襤褸衣裳，背扛僅有行囊，告別
了家鄉親人來到陌生千島。只要我們曾經讀
過那段西班牙統治菲律濱歷史，大家不難看
出作為寄居異國他鄉的華人是多麽可憐。在
西班牙殖民菲律濱三四百年曾發生過六次排
華大屠殺，其中三次皆是一椿椿上萬華人生
命的屠殺，最後二次是幾千人……。中國人
移居菲律濱帶著的是一顆餬口肚飽謀生的心
魂，跟本沒有能力幻想侵佔菲律濱任何土
地。命運弄人，中國人沒有在西班牙統治菲
律濱的環境中，找到它餬一口飯吃的安居樂
土，提心吊膽的卻是一波波排華反華血腥的
屠殺……。

1946年美國老爺還給了菲律濱獨立。
經歷五十年美國皇民化教育的菲律濱，絕大
部分菲律濱人都懂得英語，受到美國文化薫
陶洗腦，成就和教會了美國是每位菲律濱人
心中的紅太陽。大家充滿對美國的仰慕，崇
拜，依賴，甚至認為美國是菲律濱的救世
主……。再加上西班牙三四百年宗教感化信
仰天主教的信徒。百分八十以上菲律濱人皆
懷有一顆耶穌，天主博愛溫和待人性格，是
一個易於與人相處和善族群。比起印尼回教
徒兇殘個性截然不同。但是忌諱的是怕遇上
別有用心人或政治人物的煽動，或民族主義
排華的星火燎原，將會醸成另一次殘酷的災
難反華……。

1948到1953年基仁諾擔任菲總統，麥獅
獅任菲國防部長。基仁諾上任次年，1949年
初共軍已佔領中國大陸江山，兵敗如山倒的
蔣軍凖備退逃台灣之前，蔣介石形式上扮演
被迫下台退休，暫由李宗仁為臨時代總統。
七月蔣介石訪問菲律濱，準備自己後路，萬
一台灣守不住，蔣介石想來菲律濱設立流亡
政府。蔣介石抵菲受到基仁諾總統以國家元
首禮節招待。並在碧瑤（Bagiuo）與基仁諾
總統二次會談，討論組織以中菲韓發起的遠
東聯盟，謀求能喚起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諸
國群起響應。菲律濱人與生俱來有著待客好
客基因，當晚基仁諾將其在「萬松樓官邸」
自己的臥室，禮讓給蔣介石夜宿以表示對一
種待客的敬意，而基仁諾總統自己卻遷到書
房……。

1950年蔣介石特務集團與美國情報機關
黑手伸到菲律濱，抓捕菲律濱華僑許志北消
息傳出華社後，在他被遣配台灣之前，家父
認為同是「進步黨」同志，又是洪門挿香拜
把兄弟，曾試途及時託人向基仁諾總統疏通
陳情解釋「許北」不是共産黨人，懇請要求
放人，當時基仁諾倒也深明大義接收家父理
由解釋，有意放人……。但無奈於美國中情
局（CIA）壓力，台灣國民黨軍統特務和國
防部長麥獅獅反共反華思想而堅持不可輕易
放人，故以失敗告終。許志北最後還是被遣
配到台灣受審。這是一椿跨國合作的政治案
件，是一件跨海押解蔣政權異已分子回台的
糗事……。慶幸的家父沒有被國民黨特務發
現查到。國共在菲抗日期間，父親的店在今
天李氏隴西堂Benavinez（中山街）附近，而
今天Masangkay（墨達仁娜街）曙光學校落
在家父店背後面，正是日本鬼子軍隊駐紮的
軍營。或者父親認為最危險地方就是最安全
地方。當時家父是幹地下工作支持左派華支
游撃隊，同時也是配合許志猛同志抗日鋤奸
義勇軍，暗殺那些頭戴紙包指認僑社抗日游
擊隊員的漢奸敗類……。1976年我那時從廣
州到北京，得到時任北京僑辦要職許志猛老
伯接見，他是一位瘦瘦高個子和謁可親的長
者，他非常關心闊別多年在菲律濱朋友，僑
社動態……。對於掛旗事件他也是一樣勸告
説：中國崛起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無
需與那些國民黨人為國旗爭長短……。

話説回來「許北」被遣配後，經過台灣
保安部門審訊，罪狀是許志北是「中華進步
黨」主席，又是「中國洪門聯合總會」理事
長，「洪門致公黨」首領。其中「進步黨和
致公黨」皆是共嫌團
體。許志北以「開設
俱樂部為門面掩護，
販賣鴉片，開煙館，
妓院，禍害華僑」。

欲 加 之 罪 何 患
無辭，在國共合作抗
日期間，曾以四十七
餘萬捐助「共匪」組
織「華僑抗日游擊支
隊」（華支）和許志
猛 所 領 導 的 「 抗 日
鋤 奸 義 勇 軍 」 （ 抗
鋤）。以此理由斷定
許志北是一位共産黨
人。罪行成立許志北
被台灣判處死刑。

消 息 傳 到 菲 律
濱，轟動廣大華人大

衆，僑社嘩然不滿聲浪，認為國共合作共同
抗日期間，許志北先生若真有捐款給左派游
擊隊殺漢奸和日本鬼子，這是每一位中國人
和洪門兄弟應有的愛國職責，何罪之有？況
且更是國共合作之際，所以菲律濱洪門聯合
總會昆仲兄弟朱家兆、李俊鋒、僑領薛芬
士、中華商會施性水、印尼僑領章勳義合力
致函蔣介石要求手下留情。經這些洪門兄弟
及僑社領袖努力營救，老蔣才將死刑改為無
期徒刑，但不肯特赦……。可悲又可憐無辜
的許志北在台灣牢獄被關到雙目失明，又因
「許北」老伯糖尿病嚴重，心藏又有問題。
於1960年4月3日病死含冤台灣台北……。

1952年華菲兩民族間發生矛盾，發生反
華排華捕捉共嫌的「禁僑案」，華人被捕有
306人關進水牢。這其中免不了懷疑有國民
黨和美情處CIA的黑手。1954年麥獅獅擔任
菲律濱總統時，又再次發生排華事件。麥獅
獅是位修車技工（Automobile Mechanic），
從思想上他是親美崇美反共反華的總統。他
當上菲律濱總統正是美國排華反共麥加錫年
代。麥獅獅總統跟著美國腳步制定了「零售
商菲化法案」。規定自1954年5月15日後，
外僑在菲律濱不可再開辦零售業違反者吊銷
執照，監禁，罰款並驅逐出境。因此當時許
多華人與菲女結婚，以方便取得零售業執照
的變相辦法……。命運的造化，麥獅獅於
1953年12月30日就任到1957年3月17日，座機
在宿務（Cebu）撞山身亡，結束了他排華的
一生……。

正因我們曾多次遭遇排華經歷，華裔菲
人對菲律濱政治有著特別敏感，必須睜開眼
睛看清咱們周邊這些政治蝴蝶和破布政客，
為了自己政治目的，許多不擇手段走上反華
反中排華路線。百年一遇親中，不排華不反
中，決心反毒的杜特地和他的女兒莎拉•杜
特地是值得華人支持的一票，為了我們自身
華人利益，絕不能愚蠢去支持一個反中，排
華政客。中國人總喜歡懷有一種不分皂白認
親認堂劣根性，甚至可悲地將今天反華反中
親美的菲女政客説成是咱們晉江的媳婦，委
實有點太阿Q和可悲。再來杜特地若真選副
總統他是沒有違寭，也沒有玩弄憲法。君不
見伊斯達拉（伊納）由總統跌下身段競選岷
市長，娥惹做完總統選衆議員，沒有理由杜
特地做完總統，競選副總統是違憲。杜特地
最偉大創舉是蕭清在每一個菲人身邊的毒
販，殺掉社會販買毒品的梟雄，掃盡那些威
脅社會治安吸毒的人渣垃圾，受到大多數守
法公民所擁護和讚賞，因此其民調居高不
跌……。

雙重標準的國際人權組織威脅要抓捕
杜總統，國際人權組織是一個美國控制的機
構。這些美國走狗，為何不去抓捕美國狂轟
濫炸獵殺上千上萬無辜阿富汗，伊拉克，利
比亞手無寸鐵婦嬬兒童的元兇？至於菲律濱
經濟衰退及失業居高，請問世界上有哪一個
國家在此疫情衝擊的嚴重時段，經濟和失業
會有正增長？除了中國例外。華人絕不能相
信那些反對派破布政客及美國媒體，反杜特
地菲媒體胡言亂語「七攝八攝」……。還有
一點若不是杜待地總統奉行獨立外交不反華
不親美，在疫情嚴重肆虐我們的地球村，菲
律濱能輕易拿到或買到中國疫苗嗎？即便老
子袋子有錢，菲律濱就真能買到美國疫苗
嗎？商總又能輕易買到中國疫苗？説不定在
一個反中反華的菲政府，今天你和我華裔，
華人都還未能接種疫苗……。

中國人從故鄉到異鄉，從少年到白頭，
近百年就習慣生活在這種充滿玩政治遊戲島
國。幾百年來中國人多次傷痕纍纍，嘗盡慘
痛排華災難，加上遭受自相殘殺，中國人陷
害中國人的政治逼害。今天我們華裔菲人應
該能學會反思，銘記反華，排華曾經將我
們釘在歷史十字架上，那椿往事折射的教
訓，找到警惕看清自己漫漫前路的危機，聰
明地在大風暴排華反中來臨之前，有個妥
善預先準備的考量，用咱們華裔菲人手中
二百五十萬張的神聖選票，展現出咱們華裔
有生之年的政治力量……。二百五十萬有選
舉權華裔菲人，我們應該牢記要有「尹洛戈
人」（Ilocano）的團結，再來要有基督堂教
會（Iglesia）的一致票，最後還要有猶太人
時時記取警惕歷史遺留給族群的那種危機
感………。華裔應一致慎重投向不反華不反
中的總統，副總統，參衆議員，因為這關係
到我們未來六年安居樂業的安寧……。希望
這篇文章與二百五十萬華裔菲人共勉之……

2021年9月22日稿於瑪仁娜小村

被困五百二十八天了
被困家中已五百二十八

天了，每周一篇《公英閣小
札》什文，不知寫什麽好？

就寫「被困五百二十八
天了」，這五百二十八天裏
過了一個中秋，明天又要過
蝸家第二個中秋節了。中秋

月餅是我的最愛，可惜上了年紀，血糖偏
高，只能忍著口饞，點到為止，稍為吃點
應應景，也騙騙自己，聊為過節。

蝸居家中，說一句不文雅的話，就叫
做已「悶出鳥來了」。

什文是寫了不少，厚厚的原稿紙，
一本又一本的被動局面完了，每週固定一
篇，只是覺得越寫越不能隨身應手了。時
不時地懷疑自己已經江郎才盡了，整天被
困家中，除了每天讀點書，每週寫二篇什
文，看點電視劇，來打發時間。

這場世紀大瘟疫，死亡的人數，令人
觸目心驚，每天確診的更令人憂心忡忡。
死去的，不認識的，認識的，富人窮人，
年青的，年老的，令人膽戰心驚。

可笑老美從他們的老巢，乘著武漢
軍運會向中國的武漢播毒，說什麽這新冠
病毒是從中國開始的，發動輿論，要中國
賠償世界各國的損失，狼心野心，令人髮
指，自己研發的新冠病毒甩鍋給中國，經
過聯合國到中國溯源得到了正面的結果。
美國還是不依不饒，硬要再次進行第二次
溯源，他以為中國是百年前的中國，要來
就來，要去就去，來去自由的嗎？

美帝的德特德堡與分佈全世界百多個
生化試驗室怎不打開給世界人民去溯源。

身正不怕影歪，老美要沒藏著掖著，
為啥不打開給聯合國世衛組織去調查。我
敢斬釘截鐵地說，「新冠肺炎病毒」就是
老美研發出來的，也不知怎的，陰差陽

錯，中國雖然也遭受了損失，老美及他的
嘍囉們的病歿人數與經濟損失是不可同日
而語的。天理昭昭，疏而不漏，惡人自有
惡報。

這世紀大瘟疫，全世界範圍內死亡的
人數，每天都有增加，我們這千島之國，
也是重災區，每天確診人數從幾千名，到
如今的每天一二萬人之間徘徊，死亡人數
也在一二百人之間。

確診的好多家庭都有，就聽說有的家
庭一家四五位確診，嚴重的二三位入院治
療，較輕一點的住個一星期再出院，居家
隔離治療，年老的住個二三個星期，經過
一番折騰，最後還是一命嗚呼，見不到明
天的太陽。死去的一了百了，那些存活下
去的，得付清醫院費用，三個病人住院，
欠下二三百萬的醫藥費用，一家人的積儲
花光不說，還欠下一屁股的債，想起往後
的日子，活著的比死去的好不了多少。生
不如死啊！

我們這裏的醫療費用，已經青雲直
上，人死得起，就是病不起啊！可那些死
去的，已去了極樂世界。活著的，前途茫
茫啊！

那些活著的，糟老頭，七八十歲，還
有多少日子可折騰。過一天，少一天；過
一月，少一月；過一年，少一年啊，那幾
平方或幾十平方，富裕的上百平方公尺的
居處，每天醒來吃過早飯，等午飯，吃了
午飯等晚飯，幾十日，幾百日，就這樣過
著每天一樣的生活。話又得說回來，能活
著已算不錯了，別再不知足了。

願生命停止了，靈魂在前進的人，如
秋葉般靜美；願生命在前進，靈魂也在前
輩的人，如夏花般燦爛。

活著就是勝利啊！

二○二一•中秋節前夕

王承天

初秋有感七律三題
（一）中菲患難見真情

多災疫癘使人愁，塵宇無端禍不休。
屏上交談親與友，床間失忘夏焉秋。
菲民餒腹連侵夜，華裔仁心共患憂。
最喜救危欣解困，靈苗濟急有神州。

（二）花旗凌弱資源罄
眺望秋穹數斗星，心思澎湃未曾停。
花旗政客如魈魅，人海災民似水萍。
獸兵凌弱資源罄，超霸懷邪籃蛋叮。
阿富汗邦揚義幟，此中真理細心聽。

（三）白宮甩鍋昭惡孽
美帝強權盡墮成，狼心狗肺害民生。
常年黷武欺人國，四處兵禍激義情。
疫癘甩鍋昭惡孽，心邪霸道肆凶行。
秋風夜裡憑欄久，憂患何光落葉聲。

 （2021.9.7）

鄭亞鴻

印象最深的兩個國慶節
在我至今的的人生中，

有 兩 個 國 慶 節 留 給 我 的 印
象最深。一個是1966年國慶
節，那時我們作為晉江地區
（現泉州市）第二批赴京革
命師生代表串聯到北京。

10月1日凌晨2點多，我
們早早就起床，帶著發給的兩三餐乾糧從駐
地中央糧食幹校排隊出發。在路燈照耀下，
只見街上到處是黑壓壓的隊伍，大多是外地
來京的師生，有的隊伍好長，在十字路口，
要等好久才能通過，但一切井然有序。

我們從西往東走，走過使館區，天亮
時到達東長安街，在街上席地而坐，開始漫
長的等候。那天天氣不錯，由於睡眠不足，
加上長時間在烈日下曬，個別體質較弱的同
學昏倒了，醫務人員立即進行掄救。

上午10時，國慶遊行開始，我們卻按
兵不動，只能從喇叭的廣播中瞭解天安門廣
場的情況。

中午12時，我們的隊伍開始前行，下
午2時，才來到天安門廣場。還好，毛澤東
主席、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
領導人都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此時，隊伍全
亂了，「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天安
門廣場。

大家激動地蹦著跳著，就是不肯往前
走，幾天的操練全成了白費勁。這時，聽到
周總理高聲喊道：革命小將們，你們要繼續
前進，不要停滯不前（大意）！我們看到，
毛主席從天安門城樓中央分別走向東西兩
側，健步如飛。當晚，我們還在天安門廣場

觀看施放焰火的盛況……
另一次是1972年國慶節，那時我作為

閩南最大的水庫山美水庫及電站的建設者，
參加水電站發電機組的安裝。

水庫大壩7月竣工後，工程指揮部就作
出10月1日前完成發電機組安裝、投入發供
電，向國慶23週年獻禮的決定。當時工地上
是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大家都以飽滿的熱
情，夜以繼日地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那時
既無加班費，也無補休，可大家都心甘情
願，毫無怨言。

9月30日晚，我參加機組試運行值班，
下班回宿舍，11點多正準備睡覺時，工地上
的喇叭響了，播送出激動人心的喜訊：山美
水電站通過11萬伏輸電線路正式向泉州送電
了！頓時，整個工地沸騰了，我們興奮地歡
呼雀躍，難以入睡。

第2天國慶節，工程指揮部的領導親臨
電站廠房，同我們一起將廠房打掃得整潔明
亮。晉江地委領導也前來視察慰問。當晚，
工地舉行會餐，在簡陋的食堂裡，氣氛十分
熱烈，大家懷著喜悅的心情頻頻舉杯，為23
週年國慶，為水庫、電站勝利建成投產，為
我們付出的辛勤勞動，乾杯……

現在回想起來，我所經歷的1966年國
慶節的主題是「革命」，1972年國慶節的主
題是「建設」。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
經歷，我們和祖國母親同甘苦共呼吸！

幾十年風風雨雨一路走來，如今又逢
國慶佳節，衷心祝願祖國戰勝疫情，更加繁
榮富強！

2021年9月22日


